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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口直言快語 文學大師不避鄉野粗口

塞拉的趣味 在不矯飾的語言中

記者邱婷/報導 

●中國人如果有機會得諾貝爾文學獎，相信定不會像塞拉那樣，在揭曉後

發表感言時，「三字經」脫口而出。然而，塞拉還不僅於此，這位望重國

際的文壇大家，不僅編過西班牙「隱私辭典」、「性愛百科全書」，在許

多西班牙人的眼中，他正是一位很會說TACO(粗話)的人。

現年七十八歲的西班牙作家塞拉將於明天來台訪問，五年前得知自己獲獎

時，不僅沒有說出類似感恩的話語，一句「XX，應該給我的獎」，還躍

上隔天報紙頭條；塞拉的舉動，對於熟識他的人而言，當然不會視為是在
炒新聞，更不會認為那就是西班牙的文化，但朋友之間也並沒有所謂的出

乎意料。

曾受教於塞拉，並交往多年的輔大西語系副教授張淑英，在她眼中的塞

拉，是典型的加利西亞人，遇事都要堅持到最後一刻，不像西班牙南部的

安達魯西亞人，沒沾上邊，也要繪聲繪影，虛張聲勢一番。她說，塞拉除

了有北方人保守的傳統外，很多西班牙人還認為他很難接近，不易捉摸，
不過，「一旦熟識，很容易就會感覺到他詼諧、趣味的一面。」

塞拉很會說笑話。他還說過一次關於逛綠燈戶的趣味經驗；他說，一次和
朋友逛到光彩喧囂的妓女區，並故做嫖客狀，後來，果真被一位妓女拉扯

進去，當他被問到做什麼工作，並回答「我是皇家語言學院院士」時，妓

女竟嚇得把他趕走。

張淑英說，塞拉也是位西班牙語言專家，他所編的「隱私辭典」其實就是

髒話專輯，所有猥褻或不堪入耳的字眼，在一般字典裡查不到的，都被編

入辭典。另外，雙關語、平時字典沒有呈現的，也都編入。

在塞拉的眼中，西班牙髒話，也是西班牙語豐富的一面。「他會用髒話，

而且自認很懂得運用髒話」，張淑英說，常有人見到他，就很自然等待，

並且說，「不知道這次他又會用那個字。」而這種現象，不僅是應用在說

話；塞拉以前的一位老師曾經批評他的「杜瓦特家族」，後來，張淑英看
到塞拉回罵的一篇文章，可以說，難聽的字眼都是成串成排的。

張淑英說，在西班牙這個動口不動手的國度裡，儘管塞拉引起「文雅才是
文學」的爭議，但他卻也是位有分寸的人，她說，「遇到像我這種中國女

士，塞拉很有節制」；另外，他的直言不諱、不懼批評的個性，西班牙還

有人封他為「廿世紀唐璜」。

做過一年參議員，當塞拉被問到這項經歷時，他總是說「這是國王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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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過，讀過他小說的人都知道，拂之不去的內戰陰影，使塞拉討厭

政客，不願從政。至於以筆論政，塞拉倒是經常為西班牙非主流的ABC日

報寫雜文或時事評論。私下的塞拉，無所不談，但沒有特別的嗜好。張淑

英說，塞拉說自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培養嗜好，不過，這位旅遊專家不僅

喜歡西班牙各地豐富的民謠、舞曲，興致來，露一手霍達舞，還挺不錯

的。現在，據說，喝威土忌，和太太聊天、散散步，是他的休閒方式。

和中國人一旦有了地位，往往得道貌岸然，甚至不經意就被英雄化不同，

塞拉在他偉大的文學成就之外，說說髒話、罵罵人、開開玩笑，卻無損他

在西班牙文學的地位及人格，的確給人另一種不同的印象。

【1994-06-26/民生報/15版/文化新聞】

   

  
Copyright © 2013 udn.com

All Right Reserved.



2014年10月4日 聯合知識庫-> 全文檢索-> 內容頁

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104271697&udndbid=udndata&date=1994-06-28 1/2

塞拉 小檔案

本報訊 

●一九一六年生於西班牙加利西亞，母親英國人(英籍祖父與義籍袓母所

生)，父親西班牙人。

●一九三一年間在馬德里大學修習醫學、法學，並到文學院聽名詩人薩里

納斯的文學課程。

●西班牙內戰時入伍，並在戰爭中受傷，戰後復學，又因肺病長期養，始

終未能完成學業取得文憑。

●病中大量閱讀經典名著，一九三六年起開始寫詩，並曾自許做詩人。

●康復後全力投入創作，第一部小說「杜瓦特家族」在一九四二年發表

後，轟動文壇。

●一九五一年「蜂巢」發表，奠定並鞏固文壇屹立不搖的地位。

●共發表小說十幾部、詩作五本、寓言故事等近二十部、遊記十幾本、翻

譯四部作品、創作二部戲，編過「隱私辭典」、「性愛百科全書」。在西

班牙文學外，也對西班牙語言下過功夫研究。

●一九八四年獲西班牙文學獎。

●一九八七年獲西班牙王子獎。

●一九八九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獲頒世界各國許多榮譽市民及大學榮譽博士頭銜，是一九九四年健力士

紀錄世界頭銜最多的人物。塞拉 文化行●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應
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邀請來台訪問一周，將一連串拜會政府各級單位

及學術機構。

塞拉今將先拜會中研院、教育部，明天以後，還將拜會行政院長連戰、李

總統、文建會申主委學庸、聯合報暨民生報發行人王效蘭，並將參觀故宮

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世貿中心等。

塞拉並將於七月一日在中央圖書館舉行一場學術演講，談他的創作經驗，

另外，聯合報系並贊助安排塞拉與國內五位學者作家輔仁大學外語院長雷

孟篤、西語系副教授張淑英、作家齊邦媛、朱炎及張大春等，座談中國與

西班牙文學現況。

【1994-06-28/民生報/14版/藝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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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來的作家塞拉 常人塞拉 丈夫塞拉 台灣印象好

飛行途中愛上中國腔

記者邱婷/報導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卡米洛．何西．塞拉，首次踏上台

灣，就對中文產生了良好的深刻印象。他說，他不會講中文，但從飛行途

中到記者會場，這種抑揚頓挫、聽來十分美妙、悅耳的語言，顯現了相當

優秀的文化水準。在旅西畫家梁君午陪同下抵台的塞拉夫婦，昨天下午在

禮遇通關後，隨即在機場召開記者會。塞拉說，這是他首次訪問亞洲，也

是第一次來到台灣，能獲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邀請，並接受輔仁大學

榮譽博士、台北市榮譽市民兩項榮銜，種種禮遇，他感到十分榮幸，甚至

以「非常激動」來形容。

在長途的飛行之後，七十八歲的塞拉仍精神奕奕地談起文學；這位曾寫過

詩、小說、劇本、寓言、回憶錄、遊記且編過辭典的全方面作家，是西班

牙第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卻是唯一以小說獲獎的，然而，他最早從

事的創作並非小說，而是詩。他說，一九三六年他才廿歲時，就發表「踩

在夕陽下」等十一首詩，當時，自覺自己是位詩人，但最後他找到最「賞
心悅目」的寫作方式－－小說。「但這不意味著我會拒絕其它的文類」他

說。

塞拉的小說，以成名作「杜瓦特家族」而言，在世界上就有五十多種語文

版本，而中文版本常給人晦澀難懂的印象。塞拉昨天指出，他的作品不光

是外國人不懂，連西班牙人都不見得完全理解，然而，無論是俚語或各種

詞彙，他說，都是字典中可以查到的，也是在可以理解的文字意義範圍

內。

長期研究西班牙語文，塞拉強調它不僅是一種多種變化的絕妙語文，也是

上帝給西班牙人最好的福音。塞拉小說中常應用許多黑話，引起許多人的

好奇，他說，「不要以為高官貴族就不會用黑話、粗話」，相反的，高官

貴族與中低階層所用的語言都一樣，而這，也是西班牙語最妙的地方。

寫作五十多年，塞拉認為作家有一定的責任與承諾，以他自己而言，西班
牙內戰是他文學創作中的主要訴求，也是他自發地對文學創作的一種承

諾，他說，那就是要忠於事實和良知。

談台灣文學印象，塞拉說，對中國古典文學像詩經、道德經，或許有一點

基本的印象，近代卻無，他說，翻譯技巧、政府的政策等，都可能造成這

種溝通上的障礙，「但這不是作家所能主宰」。

塞拉對作品完成的看法，是作品完成且出版，四月，他又出版了一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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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之死」，至於下一步的寫作計畫，他說「誰曉得呢？」寫作意念一直

都有，但總得等到出版才算數，他還說，也許十月就有新作問世也說不

定。

從廿五歲就有過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念頭，塞拉對文學始終堅定不移，根本

不相信有所謂「文學已死」的說法，他說，許多中世紀的作品到今天還是

活著，如何說文學作品不會活在未來。

這位文學大家，昨天也表現了風趣的一面，當他年輕美貌的妻子被問及對

塞拉的看法時，他打趣地說「需不需要我先離開」，接著又用雙手食指摀

住耳朵。

塞拉太太說，「作家的塞拉」，為了不犯錯誤，寫作時會大量使用百科全

書、字典，是一位忠誠作家；「一般的塞拉」，是位與眾不同、對愛相當

付出的人；至於「丈夫的塞拉」，實在沒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1994-06-28/民生報/14版/藝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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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東方 塞拉．展開神奇之旅

首日拜會李遠哲、郭為藩 強調中、西文學交流空間廣大

記者邱婷/報導 

●前天下午才飛抵台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在愉悅地享受一頓上海

佳餚，及一夜好夢之後，昨天在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委員吳經國、旅

西畫家梁君午及輔大西語系副教授張淑英陪同下，前往中研院與教育部拜

會。塞拉不受時差影響，神情若定地說，只有城市人才有時差的問題，

「像我這種莊稼漢，是很有抵抗力的」。

塞拉一早赴中研院拜會，即以他一九五一年的代表作「蜂巢」致贈李遠哲

院長作為見面禮；李遠哲則告訴塞拉，西班牙是個很美、很有活力的國
家，他說，他去過西班牙，對薩拉曼加、托雷多等地方印象深刻，另外，

他也提到Ramo'n Areces基金會，對推動科學發展的貢獻很大。

李遠哲說，他雖不懂西班牙文，但他在美國的兒子懂得，他會讓兒子告訴

他閱讀的感受。另外，他也提到他以前在美國加州時，感受到加州許多地

方受西班牙的影響很深。來台之前，塞拉印象中的中國神祕、古老，昨天

看過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的中國文物，他說，十分難得可以

看到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他還特別向中研院研究員致最高謝意。

塞拉每天有踩腳踏車運動的習慣，一天的中斷，塞拉昨天即覺得腿不大靈
活，因此，他沒有再繼續參觀，但塞拉對於這一趟所謂的「東方之旅」，

直說是來學習、交朋友，因此，「一切都神奇、新鮮」。

塞拉昨天下午還赴教育部拜會郭為藩部長，郭部長在晤談中表示，他在文

建會主委任內，計畫大量將中國文學鉅著翻譯成各種語文，可惜台灣缺乏

西班牙文人才，與西班牙文學交流仍待努力。

郭部長接著提到台灣正處變動時期，特別是兩岸阻隔解除，許多的悲歡離

合正提供很好的寫作題材。塞拉對此說法很感興趣，並大膽預測，未來世

界上通用的語言將只剩中、英、西班牙和阿拉伯四種，因此，中、西文學

交流的空間很大。

【1994-06-29/民生報/15版/文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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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學大師遇上化學大師

塞拉、李遠哲 一見如故

文/邱婷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左)，昨天到中研院拜會李遠哲院

長，獲悉李院長是一九八六年化學獎得主時高興的說：今天是諾貝爾獎得

主VS. 諾貝爾獎得主。

塞拉昨天以他一九五一年的代表作「蜂巢」致贈李遠哲作為見面禮，並赴

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參觀。塞拉對每件古物都保持高度興

趣，他說，十分難得可以看到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他還特別向中研院致

上最高謝意。(相關報導見文化15版)

【1994-06-29/民生報/01版/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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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拜會李總統 致贈作品選集 期盼推動交流

本報訊 

李總統登輝先生及行政院長連戰昨天分別接見西班牙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塞拉。塞拉也分別致贈親筆簽名的作品選集給李總統及連院長，李總統除

表示謝意外，也推崇塞拉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並表示將好好拜讀他的作

品。

李總統同時希望，塞拉能在這次訪問的行程中，參觀台灣地區的地方文化

建設與農村風貌，例如，三峽祖師廟、木柵茶農等，相信對台灣的風土人

情會有較深一層的認識與感受。

連院長則向塞拉表示，他曾奉派至拉丁美洲服務，深覺西班牙的文學影響

力已超越西班牙當地，在世界文壇上佔有相當的份量，期盼塞拉大師來

訪，催化中國文學與西語文學的交流，藉交流打開一窺西語文學堂奧之

門。

塞拉表示，此行訪台，對於我國各界熱情的款待表示感謝，為回應這份盛
情，決定透過由他主持的基金會，來進行中文詩作在西班牙的推廣，也期

盼經由我國教育部的協助，展開中西兩國間的文化交流計畫。

【1994-06-30/民生報/15版/文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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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偷閒學開飛機 塞拉訪華航真開心

中央社 

●西班牙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在連日緊湊的拜會參觀活動，今天下

午忙裡偷閒，撇開表訂行程，前往中華航空公司模擬機艙學開飛機，高齡

七十八的塞拉童心未泯，玩了一個多小時，還意猶未盡。

塞拉於二十七日自阿姆斯特丹搭乘華航班機來台，這也是這位有旅遊作家

之稱的大師，首度搭乘遠東地區航空公司的班機旅行。抵達中正機場之
後，他曾以「完美無缺」四個字，形容這段旅程的機上服務，塞拉當時就

表示，有機會一定要拜訪華航表達謝意。

華航為了歡迎貴賓，特別安排了這對夫婦到最新的MD─11模擬機艙進行
試航，在華航訓練中心副主任錢柱的指導下，塞拉夫婦興致盎然的操作。

(中央社)

【1994-07-01/民生報/15版/文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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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 獲頒輔大榮譽博士 公開哲思的寫作觀 寂寞但是快樂
苦役激發創作

記者 邱婷╱報導 

●「作家是山中四處遊盪的狼，是汪洋中漂泊的航行者，除了自己內心的

感受之外無心為伴，除了自己孤寂的心靈之外無以支撐」西班牙諾貝爾文

學獎得主塞拉，昨天以書信公開他對寫作的看法，他說，寂寞是無人可以

接受的最崇高的獎賞，「我是一個快樂的寂寞人」。

塞拉昨天上午在中央圖書館接受輔大名譽校長羅光總主教頒授榮譽文學博

士後，以富含哲思的自由觀，傳達他文學家的人文關懷，他說，「文學、

文化及政治，在人生舞台上終是勝利者，而且亙古長存，因為它們就是生
活本身。沒有任何東西可與生活相抗衡，即使死亡勢力也不足威脅。」

頂著第十七個榮譽博士學位的塞拉，昨天因發燒身體不適，僅以一篇西文

中文對照的書面講稿發表看法，分送聽講者。塞拉在這篇「談寫作」的內

容中，沒有寫作經驗談，也無所謂寫作祕訣，全篇文章富涵哲學與宗教意

味，兼具出世與入世的人生觀，十分與眾不同。

塞拉對寫作的看法是，「作家寫作和河水川河是一樣的道理，就像鳥會

飛；所以文學是不可能有業餘的，玩票性質淺薄涉獵也是不可能的，過於

簡易獲得也不可能亙古長存的。作家通常是不被刻意栽培情況下的產品，
自發性的結果。」；「寫作不是玩樂趣味的事情，寫作無法用報酬相提並

論」。

塞拉還說，如果當瘋子也可名之為一種工作的話，那麼應該是最接近作家

工作的性質了。

至於對作家的期許，他說，「作家一離開自我，等於宣告死亡」；「作家

面對自己，覺得自己是好或是不好作家，在於他對寫作付出的真心有多

少」；「作家必須勇於反抗牽就謊言的美學，反鄙俗欺騙的哲學」。

他認為，「文學有如母體受精或打鐵煉鋼，不能在冷溫中進行，但也不是

用大腦來寫，來涵蓋或塑造」；「聖經上說，生產是痛苦的。痛苦正是鼓

動作家的翅膀讓他展翅高飛的巨大力量」。

「文學是一種沒有固定方向的划船苦役的工作，每個人依自己意願隨意划

槳，是我們企求的唯一犒賞；真正的作家，依自己所欲划槳的方式工作，

而心靈正是推動作家這支沈重的櫓的動力。這就是我們的復仇。」塞拉還
說，在世界每個角落裡寫作，都是一件令人落淚的事，還有在一個企圖使

作家遺忘自己的淚水的國家，寫作也是一件落淚的工作。

自認解剖開來和乞丐沒有兩樣的塞拉，熱愛生命，卻又有「其實作家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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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個不幸的人，原欲生來當暴君卻不幸半路夭折」的想法，也許，就如
他的畫家好友畢卡索送他的一幅畫「書與孤寂」那般，他的內心世界正是

典型「漂泊的知識份子」。

塞拉因氣候溼熱深感不適，昨天也被迫取消了聯合報副刊所策畫安排的文

學座談，並赴台大檢查，在醫生建議應休養、不宜長途飛行的建議下，塞

拉離台時間將延後。

【1994-07-02/民生報/15版/文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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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熱 醫院留客 塞拉多觀察一天

中央社 

●因發燒住進台大醫院的西班牙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原本預定於昨

天中午出院，但因主治醫師連文彬擔心炎熱天氣對他病情造成影響，已決

定請他再留院觀察一天。

七十八歲的塞拉前天因發燒住院，雖然前天下午便已退燒，但為慎重起

見，仍住院觀察到昨天中午，並預定於十二時四十分出院。

塞拉原已作好出院準備，連文彬又決定再讓他留院觀察一天。(中央社)

【1994-07-03/民生報/15版/文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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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帶著溫馨離台

本報訊 

原定前天離台的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經過一天的休息之後，體

力恢復，已於昨晚順利搭機離台，結束一周的訪問。臨行前，塞拉不斷盛

讚「中國人太親切了，不可思議」。

塞拉因年事已高，加上不適應台北濕熱的氣候，七月一日上午曾因高燒住

進台大醫院，接受療養，被迫取消當天的學術演講及聯合報副刊主辦的文
學座談兩場重頭戲。

塞拉本人深表遺憾，認為錯失了很好的交流機會。昨天，聯合報副刊主任

弦特地準備了一張塞拉的巨幅照片送給塞拉，另外，輔大外語學院院

長雷孟篤也到飯店為他送行；塞拉一周來不斷說，中國人親切、和藹，對

於中國人所說「來者是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說法，直說「不可

相信」。

昨天，在主辦的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同仁、輔大西語系副教授張淑英

等人陪同下，塞拉搭乘華航班機離台。中華發展基金徵攝影展●行政院陸

委會所屬的中華發展基金，規畫「生活．台灣」攝影專輯方案，委託中華
民國攝影教育協會執行，即日起展開徵件；旨在透過報導攝影，呈現台灣

地方民俗活動、城鄉生活、人民日常生活飲食起居、環境景觀、政經活動

及社會現況等，有系統向大陸介紹台灣人文風情；作品採公開徵集方式，

聘攝影家多人擔任評選，印成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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