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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艾柯·海登萊希 (EIke Heidenreich， 1943-) 

 

一群小蒼蠅！ 
撰文：艾柯 海登萊希  

 

「女性在歷史上是被動的讀者，就彷彿一群小蒼蠅飛進了由文字織成的蛛網裡

面，她們曾經只是觀眾而已。」布拉芙卡 · 烏格列徐奇 (注 1) 在她《謝謝不讀

書的人》一書當中寫下了這句話。 

 

只是「曾經」而已嗎？我們依舊如此！我們仍不斷飛入由故事編織而成的蛛

網，精神振奮、理智、清醒，對文字中的熱情滿懷渴望。在我們身邊卻是一群

枯燥乏味的男性，以致我們必須逼迫他們，開口向他們說道：「現在你也該讀讀

書了吧！」唯有當別人向我們寫出文情並茂的情書時，我們才會墮入情網；愛

情就活在字裡行間，它是可以寫出來的 ── 寫出來的偉大愛情。無論是愛情

與恐懼，還是生老病死，文字的密網當中都找得到我們所需的任何事物，而且

我們心甘情願讓自己被網羅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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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端宗教審判時代的柴火堆中，主要就是婦女和書籍被燒死、被焚毀。相形

之下，成為犧牲者的男性只佔了極少的比例。反之，能讀會寫、擁有若干知識

的女性以及記載這些知識的書籍卻非常危險，必須加以鏟除！男性往往瞧不起

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文字 ── 政治人物、獨裁者統治者、警方與官吏皆不例

外。女性則或許只能偶爾像抓起一把葱花或拾起一條魚那般，在報紙的某頁發

表一些詩文。但這些現象其實都不打緊，杜布拉芙 · 烏格列徐奇即會問道：

「如果把中國始皇帝的焚書坑儒拿來做比較，它們又算得上什麼呢？」 

 

有誰曉得中國的始皇帝究竟是何許人也？不過，一個讀書的女人有辦法查出任

何資訊，她很快就可以曉得：「始皇帝生於紀元前 260 年，卒於紀元前 210 年，

以武力首度統一了中國。」接著，焚書坑儒的措施立即躍然於她的眼前 (女性

也被燒了嗎？)。其中的原因正在於：足以令各個大一統國家覺得難以忍受的人

物，就是愛讀書的國民。讀書的人會東想西想，東想西想的人會有自己的意

見，有自己意見的人會偏離路線，偏離路線的人便是寇仇。整件事情解釋起來

竟然如此輕而易舉。 

 

 
維托里歐·瑪竇·科爾寇斯 1896 年作品《蒙幻》 

( 封面圖局部 ) 

 

「現在您已經看出來為何書籍受到痛恨和畏懼是凌駕於文學之上了嗎？因為它

們呈現出生命的完整面貌及其臉上的坑坑洞洞。然而市井小民想要的東西卻是

用臘製成的臉孔，上面沒有毛孔、沒有毛髮、沒有表情。」 

 

以上文字摘自雷 · 布萊貝利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科幻小說《華氏四五一度》──

它後來被法國導演法蘭斯瓦 · 楚浮拍成了電影。在那部小說描繪出來的世界

中，消防隊不再滅火，反倒四處縱火，所進行的工作就是焚書。凡擁有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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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之人即為頭號國家公敵，往往無須多加洞燭 (！) 便跟著書籍一同被燒毀。

消防隊長比提會向屬下一位暗地裡鍾情於閱讀，名叫孟泰格的消防員宣示：「隔

壁家中的書籍就像是一把子彈已經上膛的槍支。趕快把它毀了！ 必須把子彈退

膛，破除人們精神上的武裝。」 

 

這禁不住教人聯想起歐西普 · 曼傑利施塔姆 (注 2) 的遭遇：他們可以把那個人

毀了、把他的詩作燒掉，可是他的妻子娜捷施達早已把一切都背誦得滾瓜爛 

熟，於是將其作品重新記載下來加以保存 ── 流傳給我們。對於本身不從事

寫作、純為讀者的女性而言，這就是女人在文學上所扮演的角色：她們把寶物

藏妥，以便為我們保存下來， 只不過其間不時會出現愛情方面的困擾。一談起

愛情，我只得一邊嘆息一邊承認，它強有力的程度總是凌駕於文學之上。畢竟

文學作品裡面的愛情比起實際生活當中的愛情可要美麗多了。至少文學作品裡

面的愛情可以不時為我們提供幻想空間。 

 

《第四十一個男人》是一個名叫波里斯 · 拉夫 · 列涅夫的俄國人所撰寫的小

說。它出版於一九二四 年，稱得上是早期蘇維埃文學之代表作。書中的女主角

瑪利亞 · 巴索娃為紅軍女戰士和狙擊手。當她出沒於土耳其伊斯坦的時候，遇

見了一名白俄軍官。此人本來應當成為她的第四十一號犧牲品，可是她未能命

中目標，反而只是把他俘虜過來，並且愛上了他。最後，瑪利亞的階級意識當

然取得了勝利 (我們又面對一個大一統國家！) ，白俄軍官還是被她一槍打死。

只不過處決之前發生了一段令人詫異的插曲：軍官想要吸煙，可是他的捲煙紙

已經告馨。剛好瑪利亞身邊有一本寫滿自撰詩作的小筆記簿。這原本是她珍惜

不已的寶物，此際她卻把筆記簿的紙張一頁接著一頁撕了下來。白俄軍官把煙

草捲進去以後，整部詩篇化為縷縷輕煙，直到最後一行詩也燃盡為止。 

 

如果對換角色的話，這種事件還會有任何發生的可能性嗎？當然不會。上述的

故事涵蓋了兩個層面：女性看待自己創造力的方式，以及男性看待女性創造力

的方式。倘若那是軍官自己的詩篇，他即使在死亡以後恐怕還會把詩集牢牢抱

在胸前，而瑪利亞只得自己想辦法來解決難題了…… 

 

可惜我們就是這副模樣：我們樂於分享、樂於施捨，用我們所擁有的最珍貴事

物去供養拙夫們。 那些凡夫俗子雖然心知肚明，卻為此而憎恨我們。男人畏懼

讀書的女人。我們只需要看看本書封面的畫作，便不難明瞭男人討厭女人讀書

的種種理由了。畫中坐著一位意志堅強的女子。她閱讀完畢以後，剛剛放下手

中的書籍。不過其腦海中還縈繞著不久之前讀到的字句和概念。她所讀的書是

三本黃顏色的法國古典文學名著 ── 那是伏爾泰的作品嗎？或許她就是讀了

伏爾泰的《憨第德》，現在仍然反覆思索咀嚼，應當如何看待一種得出結論如下

的哲學： 「我們只能耕種自己的田園」？她還不打算那麼委屈自己，假如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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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她採取此種做法的話，免不了會領教那把白色陽傘的厲害。至少從外觀上 

看來，她相當冰雪聰明，有辦法體會整句話中的冷嘲熱諷。於是她心生一念：

「難道我們可以如此輕易被操弄於股掌之間，只能耕種自己的田園嗎？你們等

著瞧吧！」她的臉上依然流露思考的神情，她的手部則已展現出堅定的意志，

而她整體的姿態就是 ── 蓄勢待發。 

 

男人向來不喜歡看見女人具備的特質就是 ── 她們有過強的能力來識破花

招。難怪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某些小說的封面仍然嵌上了針線，藉以提醒女性

自身的職責何在 ── 並非讀書，而是該把家務料理安當。讀書只不過是浪費

時間與金錢而已，況且又有誰曉得閱讀將導致何種後果 ── 自己的想法、起

來抗爭、無邊春夢，或許還有其他的等等。 

 

「當女人學會閱讀以後，世上就冒出了婦女問題。」瑪莉 · 馮 · 埃布納－埃申

巴赫 (注 3) 會如此說道。那是因為讀書的女人喜歡追問，而追問之後就會打破

根深蒂固的成規舊章。可惜艾瑪 · 包法利不幸的地方在於，她光是閱讀一些矯

飾浮誇的言情小說，以致在自己生命的痛苦空虛之處獲得了錯誤示範。包法利

夫人的母親則針對艾瑪的閱讀狂，向她的兒子做出訓誠：「她所沉迷的小說都是

些反宗教的壞書，裡面套用伏爾泰的習慣講法，對神職人員做出冷嘲熱諷！」

我們在此得到了問題的關鍵又是那位伏爾泰。假使艾瑪曾經讀過伏爾泰，那麼

情況可望有所不同，然而她只讀了愚蠢的愛情小說；當她到頭來失去一切以

後，便只能服毒自盡 ── 採取了與書中女主角們相同的做法。閱讀時如果不

能稍微跟著動一下自己的腦筋，如果無法藉著閱讀來培養自己的品味，那麼讀

書甚至可以像我們所看見的案例那般帶來生命危險。 

 

不過還是要當心，以免把讀書的女人一概拿來與艾瑪 · 包法利相提並論！我們

在閱讀的時候畢竟會依據審美觀來保持距離，我們可不至於把書中的每一句話

都視為至理名言。縱使我們難免三不五時樂意讓自己活在小說的世界裡面，但

我們並不相信生活必須跟小說一模一樣。奧地利女作家瑪琳 · 史翠魯葳曾經在

某次訪問的結尾，談起了自己的閱讀習慣，以及她如何受到小說誤導之後不斷

做出致命的嘗試，希望找到一位好得沒有話說、特地為她天造地設出來的白馬

王子。最後她只能表示：「這種做法一點也不 健康。」 

 

自從有了艾瑪 · 包法利以後，人們很喜歡把女性閱讀的範圍侷限在稍具水準的

消遣文學。但是我想引述德國幽默作家埃里希 · 凱斯特納的極短篇 《市場分

析》── 對此提出反駁。 

 

一位男顧客向女菜販問道：「妳在那邊讀什麼書，是恩斯特 · 榮格爾的作品

嗎？」女菜販回答男顧客：「不是，我在讀戈特弗里德 · 貝恩的書。對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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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榮格爾的晶莹剔透文體略嫌做作。貝恩的表現主義作品對腦部活動產生之

魔力，能夠給我帶來更多益處。 [注 4] 

 

 
特奧多爾·魯塞爾作品《閱讀中的少女》(1886) 

 

 

千萬別低估讀書的女人！她們不但變得越來越聰明、不但懂得如何享受純粹個

人的閱讀樂趣，而且她們非常善於獨處。閱讀就是獨處時的最大享受之一，此

際可以與自己的想像力和作家的想像力獨處一室。不過其情況類似讀書的小

孩：起先媽媽巴不得小孩子一個人乖乖坐在角落裡面看書。然後她將只能確

定，讀書的小孩不像單純的小孩那麼容易照顧，反而特別叛逆。他們藉著閱讀

離開了周遭的世界，但這並非周遭的世界所樂見的。讀書的女人 正好面臨同樣

的困境，因為她們忘記了身邊的一切：家事、丈夫 (或者是情郎)，只剩下閱讀

還事關重大。她很親密地跟正在對她講故事的作者待在一塊兒。 坐在她對面的

男性手持報紙財經版，完全猜不透她的心思，於是問出了最愚不可及的問題： 

 

「妳在想什麼？」 

 

可是她剛好處於男性無法跟著前往的地方。他眼中的她正端坐在椅子上、坐在

窗前、坐在沙發上、坐在床沿、坐在火車車廂內，只不過她並非真的待在那

裡。她的靈魂可沒有與他同在，男性卻以為自己就意味著她的一切。親愛的，

你錯了。 

 

「人格成長與閱讀之間，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這是德國女性文學評論家葛

特鲁德 · 雷納特的講法。她藉著一本標題為《女讀者》的專論，闡明了女性與

文學作品之間的情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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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關係？  

 

本書某些插畫確實出現了身上未穿著寸縷的美麗女讀者。但人在書籍面前是不

會害羞的，況且一絲不掛之後，書中內容得以直接穿透肌膚鑽入心中，或許更

可從心中進而通達腦海。雷納特的專論並浮現一種想法：或許真正的文學家必

須與真正的讀者一 樣，同時具備兩性的特質。這也就是說，男女之別已經失去

了意義 ── 心靈在此匯流，讀者的創造能力只看得見作者的創造能力，泯除

了兩性之間的任何界限。 

 

 

安森·費爾巴哈作品《保羅與法蘭契屍卡》(1864) 

 

 

這是一個美麗的夢想。維吉尼亞 · 吳爾芙在 《自己的房間》一書中，也懷抱

著同樣的夢想： 「唯有透過這種形式的融合才得以開花結果，充分 發揮心靈

的各種能力。」於是她小說中的人物「奧蘭朵」，理所當然同時是男人和女人。 

 

如果男性書讀得和女性一樣多的話，男性和女性是否可以彼此了解得比較好一 

點？假使男性能夠像我們閱讀海明威、福克納、厄普戴 克、羅斯、福樓拜、巴

爾扎克等人的作品一樣，也讀一讀諸如希薇亞 · 普拉絲、維吉尼亞 · 吳爾芙、

卡爾森 · 瑪克勒絲、珍·鮑爾絲、安妮瑪莉 · 施瓦岑巴赫或桃樂絲 · 帕克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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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書 ── 這麼做了以後，男性豈不可以更加清楚我們的生活、想法和感

覺？露絲 · 克呂格這位文學研究家曾經寫出《女性讀書大不同》，針對上述課

題進行了有趣的觀察，並強調女性書讀得比較多。不論男性或女性的著作，都

是她們所閱讀的對象；她們與書中的英雄、英雌，以及男作家、女作家同甘共

苦，性別上的差異根本不值得計較。她們純粹是被書籍所吸引。 

 

我只有辦法愛上讀書的男人，愛上他們突然向上揚起、來自遠方的柔和眼神，

其中蘊涵著他們對自己的認知和對我的認知。女人喜歡讀書的男人，男性卻通

常不喜歡讀書的女性。更難得一見的現象，就是男女坐在一起讀書。如果這麼

做的話，很可能就會馬上被打入地獄。我們不妨回憶一下但丁《神曲》書中的

一幕 ── 他途經地餐時遇見了法蘭契斯卡。後者向但丁講述，當初她如何與

自己的情人保羅共同閱讀蘭斯洛特武士的愛情故事 (注 5)，以及兩人如何於閱

讀時遇害，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書中寫道： 

 

閱讀的時候我們屢屢舉目相望，臉色變得慘白；然而書中的一段文字令我倆情 

不自禁。那是當我們讀到陷入熱戀的武士，如何親吻了渴慕已久的紅唇。就在

此刻，這個永遠不願和我分離的人顫抖著親吻了我的嘴。…… 那天我們沒有繼

續讀下去 [注 6]。 

 

這種關於二人共同閱讀的資料其實相當罕見。 真正的讀者只會獨自看書。不過

情侶們有時倒樂於共同在書中看見自己的愛情，那就好像每個人都可以在每本

書中讀到自己的影子一樣。 

 

瑞士文學大師馬克斯 · 弗里施在《不讀書的愛書人》那篇傑出的小故事中，描

繪了一位不讀書的藏書家。那位藏書家認為閱讀就好比接吻：「我們只能偶一為

之，以免二者變得稀鬆平常，在習慣成自然之後就死氣沉沉起來了。一切可經

歷的事物都多方面需要姿態、耐心、割捨與節制。」這種見解是多麼地語重心

長：一切可經歷的事物都需要姿態與節制！同理可證，我們也不必把一切可閱

讀的東西看得過於認真。不過話要說回來，讀書固然應當為我們帶來消遣，我

們還是必須以認真、冷靜和嚴謹的態度來就事論事。 

 

透過讀書可以產生自信，有了自信就能夠培養出獨立思考的勇氣。然而男性未

必喜歡獨立思考的女性。戈特弗里德 · 貝恩曾經在一 封信中寫道：「男人不喜 

歡女人探觸他們的大腦，只喜歡其他的身體部位遭到探觸。」我們固然清楚這

一點，可是照樣閱讀下去。隨著年歲漸長以後，書籍有時變得比男性更加重

要。我們希望自己的心靈受到探觸，而這正是文學家所進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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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附圖上面缺少男人，只是以讀書的女人為主體。她們或老或少、或坐或

臥、或衣著光鮮或一絲不掛。我們看得見她們的手臂、她們的頭髮、 她們低垂

的頭部，卻難得見到她們的雙眸，除非她們剛好中斷閱讀，慕然舉目張望。 

 

 
《窗前閱讀的女人》 

哈拉爾德 梅茨克斯 作品 (2001) 

 

我多年以來蒐集關於女性讀書的圖畫，其中的一幅懸掛於沙發上方，而我就坐

在沙發上面閱讀。 依據我的感覺，這幅哈拉爾德 · 梅茨克斯的畫作呈現出一

個為生命而閱讀的年輕女性。她坐在窗前，外面是一片漆黑，但地平線上的線

條已經昭示出來：天色將再度放明。我正坐著讀書 ── 畫中人就是我自己。 

 

我只需要繼續堅持下去，再讀個三十頁或四十頁以後就可以抬頭仰視，望見光

明重現。孟德斯鳩曾經表示：「只要讀書一個小時，我就從來沒有過無法驅除的

煩惱。」我無意像孟德斯鳩那般斬釘截鐵，但錯不了的是：每讀書一個小時即

可讓我在同一小時內忘卻煩惱。雖然煩惱不無重新浮現的可能，不過屆時或許

會如：同畫中的景象 ── 一切已經重放光明。 

 

難道信心所帶來的諸多希望會讓我們變得危險十足嗎？看來似乎如此，因為信 

心與希望意味著力量，可將之用於塑造自己的命運。一直要等到幾十年前，我

們女性才開始獲准塑造自己的命運 ── 然而並非所有的婦女都是這樣，更遑

論是在各處各地。 

 

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滑稽的故事。它來自名詩人迪倫 · 湯瑪斯的童年時代。在那

則故事當中，讀書被建議用為克服災難的具體措施。湯瑪斯敘述道： 聖誕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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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鄰舍失火了。把火撲滅以後，濕淋淋的起居室彌漫著煙霧，有幾名大個子

救火隊員穿戴笨重裝備，筋疲力盡地站在屋內。這時，向來以言辭得體而著稱

的普羅昔洛小姐為了表達慰勞之意， 開口向救火隊員表示：「你們想讀讀書休

息一下 嗎？」 

 

《壁爐，菲茨羅伊廣場》鄧肯 格蘭特作品 1936 

 

「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於文學，如同無休止的縱慾。」出現於福樓拜一

八五八年一封信函之中的這句話，為秘魯作家馬里奧 · 巴爾加斯 · 略薩帶來了

文思，寫下《無休止的縱慾》一書來探討包法利夫人。「如同縱慾般的閱讀」？

這種想法還真不錯 ── 如果我們不光是把「縱慾」一詞理解成放浪的濫情行

為，而是採納其最初的含義：神聖的秘密宗教儀式。至少略薩完全明白女性對

他所產生的重大意義，他的看法是：「今天竟然還會有文學作品發行銷售，這只

能歸功於女讀者們所做出的貢獻。」 

 

德國作家君特 · 德 · 布呂因寫道：「我們透過生活來了解生命，藉著閱讀來學 

會讀書。閱讀文學作品讓我們不斷有機會洞悉別人的生活，我們對生命的認識

因而超越了自己的人生經歷。讀書使得我們能夠過別人的生活。」我想再補充

一句：讀書使得我們也能夠談別人的戀愛。 

 

但換個角度來看，有如縱慾一般的過度閱讀也可能造成生命危險。例如卡洛斯·

瑪利亞 · 多明尼桂兹的《紙屋》，就以下列情景做為整部小說的開場白： 

一九九八年初，布魯瑪 · 藍儂在倫敦蘇荷區的一家書店，購買了一本舊版的艾

蜜莉 · 狄金森詩集。她剛讀到第二首詩的時候，就在第一個街角被汽車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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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難想像：閱讀不但危險萬分，更可危及我們自身和其他人的安全。這又

教我聯想起一則來自一八六三年的漫畫《手不釋卷的育嬰保姆》。畫中出現一個

正在公園內沉浸於書中世界的小女佣，她一面漫步一面閱讀，心不在焉地用手

在背後牽著一輛嬰兒車，並未注意到小孩早已跌出車外。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

候，女主人免不了會厲聲斥責一番。但在正常情況下，人們會預先針對讀書的 

婦女提出警訊，其原因是她們腦海之中正在發生的進程，無法吻合已由別人為

她們設定、具有主宰性的人生規劃。 

 

閱讀不但會給既定的生涯規劃打上問號，就連地位高出一截的威權 ── 諸如

上帝、配偶、政府、教會等等 ── 所開出來的要求也難以倖免。閱讀可激發

出想像力，而想像力會使人偏離當下。偏離當下以後 又將抵達何方呢？問出這

種問題的人巴不得能夠控制住偏離的過程，因為一切無法控制的事物都會讓人

感到害怕。那些勢力不受控制的威權 (上帝、配偶、政府、教會！) 剛好都十分

明白這一點。不過 上帝或許還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可以用維吉尼亞 · 吳爾芙的講法表達如下： 

 

無論如何，我不時夢見最後審判之日降臨後的情景。那些大征服者、法學大師

和政治巨頭紛紛上前領賞 ── 他們的冠冕、桂冠，以及鐫刻在永不朽壞大理

石上面的姓名。接著，全知全能的上帝望見我們臂下夾著書籍走來，他帶著羨

慕之意轉身向使徒彼得表示：「看哪，那些人不需要獎賞。我們這裡沒有任何東

西可以賞賜給她們了，因為她們熱愛閱讀。」 

 

艾柯 海登來希 200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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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導讀」：論婦女閱讀過度之危險 

 

(1) 譯注 

杜布拉芙卡 · 烏格列徐奇 (Dubravka Ugresic) 一九四九年出生於前南斯拉

夫，為著名的克羅埃西亞女作家。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内戰爆發後，她對克

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之間的激烈種族衝突抱持中立調解的態度，結果無法見

容於國人而被斥為「女巫」。她自一九九三年流亡美國與荷蘭，曾榮獲歐洲

散文獎以及德國、瑞士、奥地利、荷蘭、義大利等國的多項文學大獎。  

 

(2) 譯注 

歐西普 · 曼傑利施塔姆 (Ossip Mandelstam，1891-1938)為猶太裔俄國詩

人，一九三三／三四年 發表《我們活著，感覺不到腳下的土地》一詩來諷

刺克里姆林宮當局，以致被打成「反蘇維埃」而遭逮捕。其後她於一九三八

年再度入獄，被遞解前往勞改營途中病逝於海參崴。其妻娜捷施達 

(Nadeshda)背誦及暗藏了他的詩篇，使之得以在一九六零年代重見天日。  

 

(3) 譯注 

瑪莉 · 馮 · 埃布納－埃申巴赫 (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1830-1916)，

為奧地利女伯爵及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德語文學作家之一，其小說作品以心理

分析見長。  

 

(4) 譯注 

恩斯特 · 榮格爾 (Ernst Junger，1895-1998) 和戈特弗里德 · 貝恩 (Gottfried 

Benn，1886-1956) 都是二十世紀的德國大作家。 

 

(5) 譯注 

蘭斯洛特是亞瑟王「圓桌武士」傳說中的第一勇士，曾與王后發生畸戀。 

 

(6) 譯注： 

「那天我們沒有繼續讀下去」是含蓄的講法，二人旋即遭到殺害並入地獄接

受懲罰 (請參閱第四章「令人陶醉的時刻」的第 71 頁：安森 · 費爾巴哈最

後一幅畫作 ──《保羅與法蘭契斯卡》──的說明文字)。此處的引文與

《神曲》原文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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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女人危險 
十三至廿一世紀圖畫之中的閱讀史 

斯提凡 博爾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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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令人心曠神怡並可讓我們置身其他的世界 ── 凡是沉浸於書中天地、超

脫於時空之外的人應不致對此表示異議。不過，閱讀必須讓人心曠神怡，而且

其主要意義應該來自心曠神怡所產生的魅力，這種觀點卻相當新穎。它在十七

世紀開始零星出現，到了十八世紀以後才蔚然成風。 

 

尚 · 巴普提斯特 · 西梅翁 · 夏丹這位法國畫家，在十八世紀中葉繪製了一幅

作品。此畫作在德國以《家居生活之喜悅》的標題而聞名。其法文名稱則更加

精確地道出了《私人生活的樂趣》，所探討的是私人生活當中的消遣或閒散。

「樂趣」在此的反義詞是「無聊」，不像德文的標題翻譯隱隱約約將「苦難」視

為「喜悅 之反面。 

 

畫中出現一位女性，她安坐在大大的紅色 扶手椅上面，椅子有高聳的靠背和整

片的扶手，她背靠著一個鬆軟的墊子，並把雙腳置於矮凳之上。與夏丹同時代

的人認為，依據那位婦女當代的時髦穿著，尤其從她左手持書置於膝間的方

式，可以發覺一種道遙灑脫的韻味。 

 

 

尚 · 巴普提斯特 · 西梅翁·夏丹 作品 

《私人生活的樂趣》1746 

 

在這幅作品的背景部分，我們看得見一張小桌子、一架紡紗車以及擺在梳妝台

上面的陶罐和鏡子。梳妝台微微開啟的門扉，暗暗點出裡面還有其他的書籍。

不過這些家居生活的標誌物，並非全部都可以反映出愉悦的氛圍。與前景中色

彩光鮮的女讀者相較之下，它們更加顯得不引人注目。這位婦人或許在別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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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也必須親自紡紗或動手做羹湯，不過她以手指夾開書本的動作表示：她只是

暫停一下而已，隨時可以從中斷的地方繼續閱讀下去。她讀書的時候並未受到

打擾 ── 比如丈夫等著吃飯、小孩吵著要圍巾和帽子，或者她的心中有聲音

提醒自己該去做家事了。說不定是這位女讀者主動暫停，以便回味咀嚼剛剛讀

到的內容。她的目光未會凝聚於特定的方向，甚至還出乎觀畫者的意料之外，

並沒有盯著他們看。畫中人的眼神自由飄浮，反映出她的內心世界。這位女性

追隨所閱讀的文字進一步發揮想像、進行思考。她不光是讀書而已，反而顯得

像是在為自己畫出世界的圖像。 

 

約莫十五年以後，與夏丹同一時代，而且同樣來自巴黎的皮葉爾－安東莞 · 博

杜安，繪出了另外一位喜愛讀書的女性。 

 

博杜安是龐巴度侯爵夫人最鍾愛的畫家。 他的老師和老丈人法蘭斯瓦 · 布會

於一幅著名的作品中，呈現出龐巴度夫人置身香圍繡閣之內的情景 [注 1]：她

也在閱讀，但並未沉浸於書中世界。她斜坐在奢華的躺椅之上，已經做好起身

的準備，必要時可立即趨前迎接國王大駕光臨。 

 

 
皮耶爾-安東莞 · 博杜安 《閱讀》，1760 

 

博杜安畫中的女讀者卻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她在短時間內既沒有辦法，同時也

不打算讓任何人走入她那個由錦緞和屏風遮蔽起來的房間，除非那剛好是從令

人微醺的書中世界迸跳出來的意中人。那本書已經從她手中滑開，落到其他可

為女性帶來歡愉的東西那一邊：例如小哈巴狗和魯特琴。盧梭曾經針對這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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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隻手就可以閱讀的書籍發表過意見 ── 那位婦女意亂情迷地躺在座椅子 

上，把右手伸入解開的裙擺下面，這已經很清楚地轉達了盧梭的言下之意。那

張從左側伸入畫面的桌子上面，亂七八糟堆放著大部頭書籍和地圖。其中一本

書的標題是《旅行的故事》，旁邊還有個地球儀。在此無法確定的是，它們是否

暗喻一個身在遠方，總有一天會歸來的丈夫或情人；抑或希望藉著女讀者的心

不在焉，呈現出博覽群書如何淪為官能享受的犧牲品。 

 

雖然博杜安的畫中景象遠比夏丹繪出的《讀書樂》來得輕佻和直接，我們卻可

發現前者蘊涵了更多的道德勸說：它與當代及隨後某些時期的許多畫作一樣，

也針對閱讀的不良後果提出警告。不過這幅畫作只是虛與委蛇而已； 博杜安其

實是以謔而不虐的方式，把「道德」用來做為障眼法。當他呈現畫中那位深陷

夢境、擺出淫蕩姿勢的女性時，實際上是在討好一個越來越假道學的顧客群。 

狄德羅這位與博杜安同時代的評論家，即觀察入微地指出：那個顧客群之成員

乃「修道院的小住持、年輕氣盛的律師、體態凝肥的財務官員與其他品味不佳

的人物」。那位受到書本誘惑的女讀者則別具作用 ── 所展現的並非她眼中的

世界，而是觀畫者眼中的世界，同時那些觀畫者很樂意讓自己被放蕩行為吸

引。 

 

危險的閱讀 

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士卻並不把這種道德觀視同兒戲，反而對它認真至極。夏丹

和博杜安的時代開始盛行讀書，先是在巴黎那個大都會，接著所有偏遠的省分

幾乎也人手一冊，尤其女性特別如此。這種令時人納悶的現象，很快就促成支

持者與反對者紛紛表態。支持者鼓吹開卷有益，意圖把時人口中的「閱讀狂」

用於宣揚美德和進行教育。保守派的反對者卻認為，不受節制的閱讀只不過更

進一步反映出禮教與秩序之蕩然無存。例如瑞士書商約翰 · 格奧爾格 · 海因茲

曼甚至把「過度閱讀小說」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將之視為當代的第二大亂 

源。他的說法是：「小說暗中對個人和家庭所造成的不幸，與『恐怖的法國大革

命』公然造成的災害同樣嚴重。[注 2] 

 
不過，即便是支持啟蒙運動的人士，也把過度閱讀看成是嚴重的「傷害社會之

行為」。一七九九年的時候，一位名叫約翰 · 亞當 · 貝爾克的康德學派知識分

子認為，「沒有品味、不動腦筋的閱讀」其結果就是：「毫無意義的浪費鋪張、

難以糾正的好逸惡勞、漫無節制的耽於奢糜、受到壓抑的良知召喚、對生活的

厭倦和提早死亡」。簡而言之，那就是從資產社會的美德回歸至貴族社會的惡

習，理所當然應該以折壽做為懲罰。一位名叫卡爾 · 鮑爾的教育學家更在一七

九一年寫道：「閱讀時身體缺乏任何運動，再加上想像力與感受力的劇烈起伏， 

此將導致精神渙散、黏液水腫、腸道脹氣及便秘。如同眾所周知，這勢必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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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 (尤其是對女性) 的生殖器官造成影響。(注 3] 這麼說來，如果有誰把書讀

得太多了以致想像力遭到高度激發，便容易做出自慰的舉動 ── 我們不是已

經在博杜安的那幅畫作上面發現這種情形了嗎？ 

 

幸好以上各種道學論述無法遏阻閱讀之風邁向勝利之路，而且正好是女性讀書

的風氣勢不可當。其中的主要關鍵在於，十七至十九世紀席捲歐洲和北美的閱

讀狂並非真正的革命，有異於時人長期以來的看法。但毫無疑問的是，閱讀行

為的演進與三大社會巨變之間有著密切關係，此即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 · 帕

森斯在現代社會成形過程中所觀察到的工業化、 民主化以及教育革命：識字化

浪潮已經普及於人口的各個階層，而且受教育的年限不斷延長，今天甚至往往

延伸至人生的第三個十年。這三大變遷過程當然都影響了讀者的閱讀行為。不

過它們只是加快和實現了閱讀習慣演進時所出現的一種趨勢，而且這種趨勢當

道的時間遠為長久 (注 4)。 

 

默讀 

那些道學先生真正的眼中釘究竟為何，以致極力抗拒時人密集大量閱讀的現

象？我們引述過的海因茲曼那位書商，曾於批判「文學的瘟疫」時使用了「暗

中」這個字眼，為我們提供若干線索。其中的原因是：「暗中」不僅意味著讀者

的個人行為 (也就是不公開的行為)，同時，也表示他們脫離了社會與周遭團體 

── 例如家庭、家族及教會等等 ── 的掌控。若用正面語言把這種失控現象

表達出來，它就叫做「書籍與讀者之間知心而私密的關係」，所採用的具體做法

就是「默讀」。 

 

 
《亞奎丹埃莉諾之墓》-約 12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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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來說，默默閱讀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這種做法並非一直都是天經地 

義。為了明白其中的弔詭，我們有必要回溯到比十七和十八世紀還要早了許多

的年代。在聖奧古斯丁的著作當中，可以找到古典時期的相關資料。例如他曾

對米蘭主教安布羅修斯的閱讀方式深感訝異，以致當他在西元四世紀末撰寫

《懺悔錄》的時候，還特別提及那一幕。他拜訪安布羅修斯之前通常不預做通

知，登堂入室以後經常發現後者「於默讀之際陷入沉思」，而且從不大聲讀出書

中的內容。依據其報導，安布羅修斯閱讀時雙眼追隨一頁頁文字移動，只是用

心靈來感受文義 ── 他不發一語，他的舌頭靜止不動。 

 

奧古斯丁乃針對自己所尊崇的那位先賢之不尋常舉動，做出了各種揣測。其中

兩種解釋的出發點，就是安布羅修斯過於忙碌，以致剩下沒有多少時間可用於

滋潤心靈。奧古斯丁問道：莫非他不想在那短暫的時間內分心？或者他無意因

為朗讀而涉入與聆聽者的討論？ 

 

無可否認的是：默讀所需的時間比朗讀少了很多，並使得讀者與讀物之間形成

一種不受外界干擾的關係。如此一來，讀者可以向旁人隱藏書中的內容，獨自 

加以吸收汲取。 

 

對活在今天的我們而言，「目不識丁者」指的不僅僅是無法閱讀 (和不會書寫)的

民眾，同時也包含了那些若不高聲朗讀便無法理解文字內容的人。但是在從前

的某些時期，一定曾經存在過剛好相反的閱讀方式：當時的高聲朗讀與今日的

默默閱讀一 樣，都是標準行為模式。 

 

古典時期的人士固然也懂得在內心發出閱讀的聲音，不過此種讀書方式在當時

只是邊緣現象而已。今日若有人於閱讀時發出聲音，我們往往會看得為之納悶

不已。縱使那只是低聲細語或雙唇微動，情況也不會有所不同；如果朗讀者不

是小孩子的話，更教人忍不住想找出那麼做的原因究竟何在。 古典時代不高聲

朗讀或讀書時不發一語的人， 則必定會招致完全相同的反應。 

 

一直到了中世紀晚期 ── 在某些社會階層甚至是一直持續至近代後期 ── 

閱讀同時包括著兩個層面：思想與談話。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一個與外界隔

絕的舉動，反而發生於外在環境之中、發生在社會團體裡面，並且受其掌控。 

 

默讀從朗讀解放出來的進程，最先出現於修道院的經文抄寫者之間，後來才擴

及大學的圈子和受過教育的貴族階層。最後它才隨著識字化的日益普及，逐漸

緩緩蔓延至其他的民眾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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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奎丹的埃莉諾之墓》呈現出那位逝世於一二零四年的王后 (注 5)。她安躺

在大理石棺蓋上面，用雙手捧起一本翻開的書冊。這座令人驚訝的墓像告訴我

們，默讀可以成為在天堂享受喜悦之標誌。對一位生前因贊助藝術與文學而著

稱、晚年居住於修道院的女性而言，情況尤其如此。只不過默讀尚不足以成為

塵世正當享樂之象徵 ── 按照今日的用語，當時所進行的是「精神方面的工

作」和「社會工作」：也就是或多或少在受到控制的情況下，於或大或小的範圍

內，透過教曾經典來汲取沿襲下來的制式化文字。 

 

馬丁· 路德所宣揚的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直接關係，實際上就是以默讀為基礎。

路德雖然剛剛才撤除了舊有的人神間接溝通機制，可是他自己也無意放手讓個

人藉由閱讀聖經來任意詮釋經文涵義。於是路德馬上又創造出新的間接溝通機

制。一直要等到十七世紀末，尤其要等到強調個人宗教虔誠的「虔信主義」出

現以後，閱讀聖經才成為每位基督徒的個人義務。其間的一個著名事件，就是

瑞典路德教會在國家支援下，於一六八六至一七二零年之間所完成的識字運

動。閱讀能力不僅被正式宣佈為教會成員的必備條件，官方並派出稽查人員行

遍全國，四處檢驗國民的知識水平。 

 

只不過百姓學會閱讀以後，並不僅僅將新獲得的能力用於證明自己對教義的認

識，反而把它拿來汲取俗世的新知。特別是婦女藉由衛生主管當局分發的小冊

子，吸收了有關衛生和育嬰的常識。於是全民識字運動的長遠效果之一，就是

嬰兒死亡率在隨後幾十年內開始大幅降低。一旦有越來越多的嬰兒活過了第一

年， 婦女就可以少生一些孩子。被迫生育的壓力減輕以後，又使得女性獲得了

新的自由空間譬如將之用於默默讀書。瑞典直到今天仍然被視為進步的模範國

度，或許一切即源出於此。 

 

然而，閱讀能力也衍生出個人私密行為的新模式，長久下來以後，便同時對教

會及俗世威權的正統性構成了威脅。當時學會閱讀的婦女的確非常危險。因為

讀書的女人不僅為自己征服了一個除卻自己以外，沒有別人能夠跟著進去的自

由空間，她們並藉此創造出獨立的自我價值感。況且她們更進一步畫出了自己

的世界圖像，而這種圖像未必符合出身與傳統所規定的要求，也不見得能夠與

男性的觀點相互協調。這一切雖然還遠遠稱不上婦女已經獲得解放、擺脫了父

權社會的監護，但是已經推開一扇通往自由之路的小門。 

 



24 
 

 

林布蘭在 1631 年繪出了一位閱讀中的老婦人 

 

女性的閱讀 

林布蘭在一六三一年繪出了一位閱讀中的老婦人(它以《林布蘭的母親》之名著

稱於世；有些人則認為那位女性就是「女先知亞拿 (注 6]。老婦人膝上那本大

部頭書籍，看似自行發出耀眼的光芒，而且依據書中的希伯萊字母可以看出它

就是《舊約聖經》。老婦把乾癌的右手平放在攤開的書頁上面：閱讀時感覺吃力

的老人們，習慣以這種方式標明剛剛讀到的一行文字。這個手勢也表現出林布

蘭畫筆下的女讀者與聖經經文之間的知心關係。那看起來就彷彿她希望把所閱

讀經文的涵義，深深烙印到自己的腦海。 

 

隨著啟蒙運動的興起以及默讀行為繼續普及，不僅信仰所帶來的安全感陷入危

機，就連書籍 (或許正好就是那本「書中之書」) 也失去絕對的權威。現在它們

不再宣示不容置疑的真理，反而越來越淪為工具，為女讀者、男讀者的自我認

知與自我定位提供服務。同時，讀書人不再因循守舊，光是閱讀那些一代接一

代流傳下來的相同書籍。他們捨此而替自己贏取了既新穎又不具宗教意味的讀

物，從而獲得基於經驗的知識、批判性的理念和人生的願景，這些原本都是遙

不可及的事物。在信仰新教的歐洲北部地區，可以在更長久的時間內看出這種

趨勢，縱使它一時之間仍然受到抑制。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即便在這個方面，

也以生動的方式做出了見證。當時沒有任何歐洲國家能夠像荷蘭一樣，擁有那

麼多能讀能寫的國民， 而且沒有其他地方印行了那麼多的書籍。從旅行者的報

導可以看出，早在十六世紀中葉，識字化即已普及於農民和最單純的百姓。婦

女讀的風氣則比婦女寫作還要來得盛行，因為著書立說依然被視為男性專屬的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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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揚森斯·埃林加 《閱讀中的婦人》，1668/1670 

 

一六六零年代，荷蘭畫家彼得 · 揚森斯 · 埃林加的一幅作品，呈現出一位正在

入神閱讀的女僕。她與林布蘭畫中讀書的老婦不同，只是背對著我們 ── 傳

統上這被用為超世脱俗的象徵。只不過她並非沉浸於上主的話語之中。畫家讓

觀畫者情不自禁把目光投過她的肩膀，朝著那本翻開的書籍偷偷瞄上一眼。當

時的人可以毫不遲疑確認出來，令她著迷的是何種類型的書籍：《馬樂吉騎士獲

得名駒「貝亞爾」， 並大量從事神奇冒險經歷的美妙故事》[注 7]。這本以荷蘭

文改寫成的中世紀英雄史詩，屬於當時最膾炙人口的騎士小說之一。 

 

畫中的某些細節顯示，畫家認為那位婦女的閱讀行為形同兒戲、不足為訓，於

是做出了批判。比方說吧，那個水果盤看起來像是匆匆忙忙順手亂擺上去的，

隨時可能從牆頭那把椅子拱起來的座垫滑落。至於另外一個原本應當放在座位

上的椅墊，卻由於女讀者為了採光方便而把椅子搬到三扇天窗前面，以致被漫

不經心地丢到地上。那雙橫七豎八擺在屋內的拖鞋，顯然屬於女主人所有。當

女僕迫不及待趕過來重新展卷閱讀的途中，說不定就被鞋子絆了一跤。以上種

種跡象都讓我們覺得，女僕是趁著主人不在家的機會來滿足自己的閱讀瘾， 因

而違逆了喀爾文教派的倫理觀，沒有按照要求盡心盡力做好分內的工作。於是

女主人只要一出了門，家中的秩序就立刻不保。 

 

假如家中果真有過秩序的話！那本描述馬樂吉騎士的冒險經歷、讓女僕深陷其

中的小說究竟為誰所有？那想必並非她自己的書，很可能就是女主人的私物。

如此一來，除了上述種種過失之外，又加上了「侵犯主人財產」這項重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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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縱使女僕只是把書拿來「借閱」而已，也很可能亦未會事先徵求同意。這

種情況不也用別開生面的方式，反映出女主人的休閒行為以及其生活上的轉

變？ 

 

無政府狀態下的閱讀 

有兩個社會團體對日後閱讀行為的蛻變，產生了特別重大的影響。他們分別是

青年知識分子和家境富裕的女性。二者都在尋覓新的讀物，主要的目的並非為

了與舊威權相抗衡，而是出於個人及社會這兩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夠肯定自我

的價值。這兩個團體的人士均享有較多空閒時間。年輕的中產階級如此：因為

他們在一個缺乏社會流動性的世界當中，往往被斷絕了地位上升的機會。中產 

階級的太太小姐亦然：她們因為生活日趨富裕，家中有了僕役，隨之獲得更多

閒暇，她們至少可利用白天斷斷續續出現的空檔來閱讀。就連女佣和婢女也跟

時間充裕沾上了邊，因為只有在主人家中才找得到昂貴的照明光源，以便在天

黑之後繼續讀書。有時她們手頭還有一些閒錢可供使用於租書店 ── 即使在

一八零零年前後，書籍的價格依然高得嚇人：花費於一本新版小說的金額足夠

供一個家庭活上一至兩個星期。 

 

新的閱讀實務有異於傳統上博雅好古、正經八百的讀書風格，已略具不受羈絆

的狂野色彩：它主要著眼於提高讀者的想像力。所著重的已非按照時數和日數

所計算出來的閱讀時間，而為閱讀時出現的內在情緒經歷。女讀者和男讀者們

除了受到刺激，產生諸如喜悦、悲戚或專注等等單獨而特定的感覺之外，也沉

迷於讀物激發出來的自我價值感。讓他們覺得過癮不已的，就是經歷自己情緒

起伏時所獲得的享受。他們可藉此為自己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幸福意識，而當他

們扮演被指派的社會角色時，是永遠無法產生那種感覺的。他們無法從最親近

的人那邊得到回響，縱使出現了回響，那也只是他們必須馬上面對的阻力。 

 

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一書中，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小說所喚醒的對幸福之熱

烈渴望，以及勢不可當的主流反對勢力。艾瑪 · 包法利閱讀那些書籍以後大致

領悟到，自己應當獲得什麼樣的人生經歷。她此後提出的生活要求卻與現實格

格不入，於是造成了災難。男性世界早就對這種災難的必然性若有所知，因而

很快便制訂出新的規範，藉此為書籍供應者和教育人員條列出「健康讀物」。他

們已經曉得女性具有 「極為豐富的想像力，現在更想藉此阻止女性染上傷風敗

俗的讀書瘾，避免她們對自己和夫婿造成危險。只不過女讀者和男讀者一樣，

很快都不再讓別人建議他們該讀什麼書，更何況是對他們做出規定。他們閱讀

市面上找得到的任何書籍，而且市面上的書籍只會越來越多。即使在「應該如

何閱讀」這個議題上，實際的閱讀行為也已經打破了流傳下來的成規。尤其女

性的閱讀方式比較漫無章法，而且往往是偷偷讀書。這種閱讀方式遷就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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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出現的空檔，不過也根據自己的情緒、場合、興致以及文藝市場的流行時

尚來決定。 

 

我們可以透過貝蒂娜 · 馮 · 阿爾尼姆 (注 8) 的一封函件想像出來，在十九世

紀初期的時候，一位「天才型」博覽群籍的年輕女讀者之每日閱讀的情況如

何。那位擅長撰寫虛構信的大師，曾經以其好友卡蘿莉娜 ·馮 · 君德羅德 (注

9) 的名義寫信給自己。信中描繪了貝蒂娜出遠門以後的屋中景象，讀起來簡直

像是一位狂野女讀者的性格分析報告 ── 她選擇讀物的方式以及她的閱讀習

慣，無論何時、何地、在任何方面，均處於徹頭徹尾的無政府狀態： 

 

妳的房間看似有一整個艦隊擱淺在那裡的海灘。施洛塞爾先生打算搬走兩本大

部頭著作，反正自從他幫妳從市立圖書館把書借來以後，過了三個月仍未動手

翻閱。荷馬的作品攤開來擺在地上，而妳的金絲雀並沒有對它手下留情。其側

放著妳漂漂亮亮想像出來的奥德修斯航行圖，旁邊是妳的貝殼收集盒、一個打

翻的墨碟和四處散落的各式彩色貝殼，在美麗的草墊上面留下一灘褐色潰…… 

 

妳擱在鏡子周圍的巨大蘆葦依然翠綠，我並不時澆以清水。在花盆裡面灑下的

燕麥和其他不知名的種子，已向上生長得縱橫交錯；其中想必夾有許多雜草，

但我不曉得應如何辨識，不敢動手亂拔。我在地上發現的書籍包括了《義相》、 

《莎昆達羅》、《法蘭克福編年史》、亨姆斯特惠斯 (注 10) 作品的第二冊 ──

我已經把它據為己有，因為妳給了我第一冊。……我在鋼琴頂端找到《齊格瓦

爾特》 那本舊小說 (注 11)，書上有一個墨水瓶。幸好瓶中的墨水已經所剩無

幾。只不過你恐怕再也讀不出那本《月光曲》的譜子，因為墨水不慎潑灑了上

去。 

 

窗台上的一個小盒子內傳來撲打聲，教我 「忍不住走過去把它打開。立即有兩

隻蝴蝶飛了出來，原來當初妳在裡面放了蝶蛹。於是我跟莉莎貝特合力把蝴蝶

趕上陽台，牠們隨即飛入那兒的豆藤花叢享用自己的第一餐。 莉莎貝特從床下

掃出一本《查理十二世傳》、 一本《聖經》，以及一隻絕非女性所有的皮手套。

手套裡面擺著一首法文詩，看來它曾經躺在妳的枕頭下面。 

 

藉此便不難想像出來，那些年輕女性的實際閱讀行為究竟是何模樣。她們各盡

所能為自己開放了閱讀上的自由空間，例如： 

 

信手來回翻閱；跳過整個整個的段落；不按章法來閱讀字句，並將之曲解、改

裝、發揮，以及用盡各種可能的方法來自圓其說；從字裡行間得出與文義無關

的結論；為了書中內容而憤怒、而喜悦；將書中文字忘得精光，或者加以抄

襲；最後 再隨便找個日子把記載那些內容的書本，任意丟棄到角落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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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娜 ·馮 · 阿爾尼姆》 

路德維希 埃米爾 格林作品 1810 

 

上述詞句已不再出自貝蒂娜 · 馮 · 阿爾尼姆之手，而是一百五十多年以後由漢

斯 · 馬格努斯 · 安森貝格 (注 12) 寫下來的。他藉此刻畫出閱讀時的「無政府

政態」，所描繪的只是當前廣為盛行的閱讀習慣。但是，話得要說回來，這種獨

立自由、不受拘束的書籍使用方式並非理當如此，而是長期下來所演變成的結

果。它必須先 對抗一個秩序井然、有各種箝制措施可為奧援的閱讀實務。時至

今日，這種有秩序讀書方式的最後一批支持者，就是教育學家以及人文學者。

但是，自從有了影音媒體出現，在消遣娛樂和資訊傳遞等方面與傳統印刷品相

競爭以後，那些最後的支持者看來已經屈居下風。 

 

閱讀行為在十七至十九世紀之間全面走上了自由化的道路。從此每個人不但可

以自行決定該「讀什麼書」和「怎麼讀書」，並且能夠自由選擇讀書的地點。如

今無論在任何場所皆可展卷閱讀：最好是在自己家中，靠在椅子上、躺在床上

或地板上；不過那也可以在戶外、在沙灘上，甚至於外出途中坐在火車或電車

上面。早在十八世紀中葉，一位德國旅行家即已從法國首都做出報導，描述了

各式各樣的閱讀機會：在馬車上、 在行人步道邊、在劇院中、在休息時、在咖

啡館、在療養浴場、在商店內等待顧客上門之際、週日坐在房門外的長板凳

上、甚至在散步的時候 …… 都可以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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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吊床上的午後》 

華爾特 郎特 帕爾默作品 (1882) 

 

默默投向書中的目光製造出一種私密氛圍，將閱讀者與周遭的外在環境區隔開

來，同時卻又讓他們繼續身處其間 (情況類似青少年人與慢跑者多年以來使用

「隨身聽」(Walkman) 的做法)。 他們得以無視於城市的紛擾和旁人的存在，

神色從容地孤芳自賞。到了今天，單身男女特別喜歡在用餐時閱讀緊張刺激的

讀物，藉此對抗獨處之際所出現的孤寂感。少數一些讀者甚至依舊偏好待在圖

書館的閱覽室看書。他們在那邊擺出來的姿勢，還可以跟從前在課堂上唸書時

一樣，身體坐得筆直、面前平放著書本、雙手置於桌上；他們全神貫注於書中

內容，並盡量不發出擾人的聲音。圖書館是一個很好的場所，可以讓人既獨處

同時卻又置身人群，在一個由志同道合者所組成的團體當中，任憑個人忙於只

跟己身有關的事務 。 

 

床上閱讀 

縱使再也找不到能夠樂享特權的閱讀場所，仍然存在著一些受到偏愛的退隱機

會，使人得以採取不受羈絆、無憂無慮的閱讀方式。其中的可能地點之一就是

床鋪，而且它已經在描繪貝蒂娜 ·馮 · 阿爾尼姆閨房的時候，扮演了重要角

色。床鋪是每晚都使用得到的臥榻，它同時也為愛情與死亡服務。人們在床上

獲得生命和呱呱墜地，生病時就退避到床上靜養，而且通常也在那裡嚥下最後

一口氣。人的一生當中，大概再也找不到比床鋪更重要的地方了。最近幾個世

紀以來，它日益成為知心時刻上演的地點。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已有越來越

多的圖畫，將床上閱讀呈現為既新穎又典型的女性作風。 

 

法國女作家柯萊特曾在一部小說中寫道， 當她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必須為了讀

書而與退伍軍人出身的父親爭執不已。那倒不是因為父親禁止她讀某些書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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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反而是母親認為熱愛閱讀小說可能對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響，不願讓特定

的書籍落入小孩手中。父親則只要一看見有印刷成冊的東西 「擺在外頭，就把

它們搬進像黑洞一般的書房，「使之從此消失得不知去向。無怪乎那個小女孩 

很早就學會了，千萬不要讓父親曉得自己在讀什麼書。於是小柯萊特習慣待在

床上深深陷入枕頭，一邊讀書一邊躲開父親的雙手和母親的雙眼。床鋪就是她

的庇護所，床上閱讀則意謂在全身周圍織出一個防護繭。 

 

 
《席朵妮 嘉貝麗 科萊特》 

安德瑞 迪諾雅耶 德 謝貢扎克 作品 (無日期) 

 

柯萊特終其一生對這個閱讀地點沒有變心。無論處於何地或在人生的任何階

段，她都試著為自己找出時間上的空檔，以便待在一個不受干擾的地方，獨自

與書本共處。柯萊特在世的最後幾年因病而難得下床，於是把床鋪暱稱為自己

的「木筏」。她躺在床上接待訪客、慶祝自己的八十大壽 (注 13)，並且繼續讀

書和寫作。波利尼亞克親王夫人 (注 14) 甚至為此送給她一張經過特製，恰好

高過床面的寫字檯。 

 

一九七一年的時候，安德瑞 · 科特斯這位攝影大師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標題為

《關於閱讀》的圖冊。書中共有六十五禎黑白相片。除了極少數幾禎之外，它

們都呈現世人閱讀時的情景，而且除了最後一頁的解說之外，完全沒有出現文

字。科特斯拍攝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地點包括巴黎、紐約、威尼斯、東

京、京都、馬尼拉、 紐奧爾良、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一所「特拉普會」的修

道院。年代最久遠的一張照片出現三個衣衫襤褸、 骯髒不堪的兒童，其中二人

還打著赤腳。他們坐在一堵圍牆前面的地上，聚精會神共讀一本書，坐在中間

的孩子就手持書本放在自己膝頭。那張照片攝於一九一五年時的匈牙利，而科

特斯本人一八九四年即出生於此、在當地成長並無師自通學會了攝影 ── 那

時他的名字還叫做安道爾 · 科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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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閱讀》所欲傳達的訊息，並非是世人的閱讀方式無奇不有。在科斯特眼

中，無論在全球任何地點、在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狀況下都有人讀書，而且每

位讀書人永遠都非常特殊 …… 這甚至教人禁不住想稱之為「精挑細選出來的

個體」。科特斯的照相機將讀書人與其周遭環境孤立開來，這反映出他們為了進

行閱讀，並且藉由閱讀的過程，將自己隔離了出去。在一個由孤獨者構成的群

體當中，他們是回歸內心世界的個人；在以外界為導向的人群裡面，他們則是

內向的身意安閒者。他們目不轉睛地讀書或閱報，給予旁觀者一種不可侵犯的

印象。 

 

 
安德瑞 科特斯攝影作品 -《波納的安養院》1929 

 

《關於閱讀》一書中最著名的照片，就是結束整個攝影系列的那一 張。它在一

九二九年拍攝於法國勃根第地區的波納鎮。我們可以從構圖完美的畫面中，看

見一位身軀嬌小的老婦坐在深陷的床上，她以雙手持著一本書，正在聚精會神

地閱讀。黑暗的床樑與「跋步床」旁邊褶皺起來的亮色帷幔，賦予整個場景戲

劇般的效果：此情此景令人一時之間產生某種印象，彷彿有一齣大戲即將上 

演，接著幃幔將於劇終之後永遠拉上。除此之外，老婦手中的書本也將影響劇

情發展。比方說吧，如果她讀的不是祈禱書，而為拉辛的劇作，或甚至是當代

的濫情小說，所產生的效果自然會有所不同。但這張照片所欲探討的主題，並

非此處出現的究竟是一位信仰虔誠、學識豐富的老婦呢，還是一位具叛逆性的

女讀者。(據悉科特斯的慣用語就是：「別想，要用眼睛來看！」) 

 



32 
 

那麼我們在照片上面看見什麼了呢？我們看見一位待在床上，不日將從床鋪駕

返瑤池的老婦人。她既未祈禱，也不在朗讀詩文，更沒有自怨自艾，只是獨自 

默默讀書。在安德瑞 · 科特斯的圖像當中，閱讀是一種關鍵性的動作，而且它

即便在死亡的腳步日益迫近之際，似乎依然可以持續不輟。它不但被用於激勵

人心或打發時間，而且本身就具有真理性。「人們藉此回歸自我，讓身體靜止不

動，使得自己無法被世人接近和看見。」這是阿爾維托 · 曼古埃爾於其《閱讀

的歷史》一書當中的講法。柯萊特則以略帶嘲諷的語調，把閱讀時的狀態稱作

「高不可攀的孤寂」。科特斯即會以她為主題，拍攝出自己最傑出的作品與柯萊

特最令人難忘的肖像。 

 

 

 

《讀信的藍衣少婦》(約 1663/64) 

揚 · 維梅爾(即台夫特的維梅爾)的作品 

 

私密的閱讀 

閱讀是一種善意的隔離行為。我們在讀書的時候，透過有技巧的方式讓自己遙

不可及。或許自古以來畫家樂於以讀書人為主題的原因，正好就在於：可藉此

把處於最私密狀態、 無法被外人接近的人們呈現出來。倘若觀畫者在現實生活

中靠近那些人的話，這種狀態就會立刻受到威脅。繪畫讓我們有機會看見實際

上難以目睹的現象，因為萬一果真見到了的話，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將之破壞無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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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任何畫家能夠以最緊湊和最忠實的方式，成功表現出這種很容易立即受到

傷害的私密狀態，那麼這個人就是揚 · 維梅爾。他在短暫的一生當中繪出了為 

數不多的作品，裡面有極大部分是以年輕婦女為主題。她們或正全心專注於手

邊的工作，要不然就剛剛被打斷。那些工作可以是日常事務，例如把液體從水

罐中倒出來、衡量黃金的重量，或者試戴一條項鍊，而且她們的動作往往也與

音樂有關。其中一再出現的素材，就是閱讀和撰寫 (示愛的) 信函。例如我們看

見一位身著藍色外衣的孕婦，全神貫注閱讀一封顯然是由丈夫寫給她的信，背

景部分在牆上懸掛著荷蘭東南部的地圖 (這也經常出現於維梅爾其他的作品

中)，讓觀畫者亦能感受到有一個不在場的人存在 ── 只不過那種感覺的強

度，無法與讀信的少婦心中對他的情意相提並論。 

 

她微啟的雙唇似乎正輕聲唸出信中內容。 這又點明她是多麼渴望能夠汲取所讀

到的文字，否則至少也展現出她為了理解信中含義所的努力。這位女讀者彷彿

置身一個保護罩內，正安處於私密的氛圍之中，而這張尺寸不大、細節精確的

畫作即彌漫著這股氣息。荷蘭作家賽斯 · 諾特博姆曾經表示：「維梅爾這位神

秘的畫家為尼德蘭女性創造出不凡的效果，使得她們的冷靜清醒產生了魅力。

他畫筆下的婦女支配了既安全又對外封閉的世界，令旁人不得其門而入。她們

所閱讀的信件，蘊涵著永存不朽的韻味。」 

 

 
愛德華 · 霍伯作品《旅舍房間》1931 

 

這種韻味在四個世紀之後已經顯得蕩然無存。一九三一年時，美國畫家愛德 ·

霍伯繪製了一幅就其標準而言尺寸大得出奇，幾乎為正方形的作品《旅舍房

間》。畫中女子身穿內衣坐在旅舍的床緣，她脫掉了鞋子，褪下來的衣服整整齊

齊擺在床後綠色沙發的扶手上面，她的旅行袋和行李箱仍未打開。黃色捲簾下

方的深暗區塊幾乎完全為黑色，點出那是一天當中的什麼時刻 ── 昏暗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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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女子的面龐被陰影覆蓋，她所閱讀的已經不是信函，而是可折疊的單張印

刷品，看起來像是一份行駛時刻表。她顯得猶豫不決、幾乎不知所措，並且缺

乏安全感。凝滯的整體畫面籠罩著愁思，這是來自於火車站以及無名旅館的房

間；來自於漫無終點的旅程；來自於所抵達的目的地只不過是短暫的停留點，

以便繼續邁上旅途。霍伯筆下閱讀行駛時刻表的女性正深深陷入思緒，其情況

類似維梅爾所繪出的讀信婦女。然而此處的沉思缺乏可相對應的人物，在本質

上是居無定所，正好表達了現代文化所帶來的不適。私密的氛圍變得只不過是

單調乏味、漂泊無根的生活之寫照。 

 

霍伯畫出來的女讀者們並不危險，她們自己才是受威脅的對象。這並非出於不 

受羈絆的想像能力，而是源自一種現代流行病 ── 憂鬱症。他七年以後給繪

製的另一幅作品呈現出一位相似的婦女；她坐在火車車廂內，而且也在閱讀，

所讀的是大張可折疊印刷品，或許是某種型錄。如果我們相信這些畫作的話，

那麼在閱讀本身以及在女讀者的頭上，而今而後覆蓋著藥石罔效的憂鬱。 那彷

彿像是：自從「閱讀狂」在「歡樂的混亂」之下推翻了此前秩序井然的閱讀世

界以來，到了最後就演變成霍伯畫中女讀者的心不在焉表情，以及她們意興闌

珊隨手翻閱的印刷品。 

 

 
菲力克斯 ·瓦洛東作品 ── 《躺著讀書》，1924 

 

有一種充滿保守色彩、懷有敵意的批評意見，正可藉此大做文章來表達不滿：

認為女性已從受保護的私密空間脫身而出；她們就跟男性一樣，在一個日趨冷

漠的世界之中四處晃盪，而非耐心等候所愛的人重返家園，並不時接獲他們寄

回來的家書。因此她們才會得到這種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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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做出不同的見證，顯示她們正以自信心十足的態度來處理所面對的新

局面。她們證明自己有能力勝任此事，不願為了一個顯然已經一去不返的內心 

世界而感懷傷痛。 

 

出生於瑞士洛桑、工作於巴黎的菲力克斯 · 瓦洛東曾於一九二四年，也就是他

去世的前一年，繪出了一位半裸女子。那幅畫作的標題是《躺著讀書》。之前幾

個世紀內，畫家會以懶洋洋的臥室氣氛來呈現臥於床上、羅衫盡褪的女讀者。

這種氛圍在此已經不復可尋，所凍結的畫面是閱讀完畢之後的片刻。那本已經

擱到一旁，但仍用手輕撫的書，令觀畫者將目光從裸女身上轉移到她的眼神。

本文在開宗明義的時候，曾經針對一個類似的狀況做出描述：夏丹的作品也呈

現了閱讀完畢後的那一刻，或者是主動暫停的一瞬間。但瓦洛東這幅作品與 

《私人生活的樂趣》不同，畫中的女讀者似乎並沒有把思緒用於回味所讀到的

內容，反而與觀畫者進行直接的目光接觸。 

 

這種目光打破了一切的夢幻 ── 不論那是讀物內容還是畫中情景令人產生的

夢幻；也不論夢幻源自書籍與讀者之間，抑或來自圖畫與觀者之間的私密關

係。這種目光所表達出來的意思是，你可以自己做出選擇。在任何書本裡面都

找不到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尤其當紅的書籍更是如此，不論它們攸關愛情還是

政治。所存在的只有現實情況之不確定性，而且那是你我都同樣難以掌握的。

我們便活在這裡、活在當下。如果你想與我平起平坐的話，那就跟我進行對

談。否則就請離開，不要在閱讀的時候打擾我。 

 

以下女讀者圖像集可產生類似虛擬博物館的功能。觀畫者於來回翻閱之際可以

信步漫遊、捕捉畫面，並一探其中的關聯性。簡短的說明文字將對此提供協

助，更何況以閱讀為主題的圖片也希望自己能夠為人所閱讀。 

 

沙特那位作家曾經說過，閱讀是「一場自由的夢」。我們往往傾向於只看見了做

出來的夢，卻不怎麼把做夢視為創造力十足的舉動。但，積極的閱讀正意味著

── 自己的自由創造力之挑戰。我們懂得應該如何利用這種自由嗎？ 

 

斯提凡 · 博爾曼 著 

 

 

 

 

 

 



36 
 

【注釋】 

「閱讀的女人危險」 

十三至廿一世紀圖畫之中的閱讀史 

 

 

 

(1) 譯注： 

請參閱本書第三章第 53 頁的「生活樂趣之所在」法蘭斯瓦 · 布榭的作品及

說明文字。 

 

(2) 譯注： 

約翰 · 格奧爾格 · 海因茲曼為伯恩市的書商，他在一七九五年出版《論德

意志文學之瘟疫》(Uber die Pes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一書表達了上述意

見 ── 閱讀小說的熱潮在當時普遍被學者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瘟疫」

(Seuche unserer Zeit)。 

  

(3) 譯注： 

卡爾 · 戈特弗里德 · 鮑爾 (Karl Gottfried Bauer，1765-1842) 乃德國教育學

家及牧師，在一七九一年發表《將性衝動導引至無害方向之道》(Uber die 

Mittel dem Geschlechtstrieb eine unschädliche Richtung zu geben)。那本喧騰一

時的著作甚至認為，「女流之輩」於閱讀時「精神及肉體已陷於癱痪而難以

自拔」。  

 

(4) 譯注： 

此處所指的趨勢就是下一節主題 ── 默讀。  

 

(5) 譯注： 

埃莉諾 (1122-1204) 為亞奎丹女公爵及法王路易七世之妻 (1137-1152)，因

熱愛藝術、崇尚自由導致丈夫在一一五二年與之離異。埃莉諾同年與日後的

英國國王亨利二世成婚，著名的「狮心王理查」即為其子。埃莉諾生前獎掖

文藝，被譽為「吟遊詩人的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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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譯注： 

依據《新約聖經》《路加福音》之記載 (路 2：36-38)，女先知亞拿 (天主教

版聖經為：女先知亞納) 會在耶路撒冷聖殿看出小耶穌不是普通的嬰兒。  

 

(7) 譯注： 

這本騎士小說的書名就是那麼長，其一八七零年德文版的標題為：《Schöne 

Historie von dem Ritter Malegis，der das berühmte Ross Baiart gewann， und 

viel wunderbare und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n betrieb》馬樂吉 (Malegis) 是

中世紀傳說中一個神話王國的擁有者；貝亞爾 (Baiart 或 Bayard，1473 -

1524) 原為法國歷史上以「無畏」著稱的英雄騎士，他的名字在此被拿來為

駿馬命名。  

 

(8) 譯注： 

貝蒂娜 · 馮 · 阿爾尼姆 (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 為德國女文豪及德

國浪漫主義時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是名作家克雷門斯 · 布倫塔諾 

(Clemens Brentano) 之妹，以及名詩人阿希姆 · 馮 · 阿蘭尼姆 (Achim von 

Arnim) 之妻，三人會對格林兄弟產生重大影響。她的作品中包括了一些以

歌德、君德羅德及其兄布倫塔諾等人為對象的「書信體小說」。 

 

(9) 譯注： 

卡蘿莉娜 · 馮 · 君德羅德 (Karoline von Gunderode 1780-1806) 為著名的德

國浪漫主義女詩人，一生熱愛自由、特立獨行，最後因為失戀 (愛上一位使

君有婦的哲學家) 而以匕首自盡，浮屍萊茵河畔。 

 

(10) 譯注： 

「莪相 (Ossian) 是傳說中西元三世紀時的愛爾蘭武士詩人。《莎昆達羅》

(Sakuntala) 乃西元五世紀印度詩人迦梨陀婆 (Kalidasa) 依據佛經故事撰寫的

劇作，一七八九年譯成西方文字之後曾風靡全歐。亨姆斯特惠斯 (Frans 

Hermsterhuis，1721-1790) 為荷蘭哲學家及作家，他對美感的認知影響了歌

德的作品。  

 

(11) 譯注： 

《齊格瓦爾特》初版於一七七六年，全名《齊格瓦爾特，一個修道院的故

事》(Siegwart. Eine Klostergeschichte)，為《少年維特的煩惱》之前最成功的

多愁善感浪漫小說。其作者是一位名叫米勒 (Johann Martin Miler，1750-

1814) 的德國新教神學家及抒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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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譯注： 

安森貝格生於一九二九年，為著名的現代德國作家及名聞全歐的「文藝復興

人」。英國《泰晤士報》曾譽之為當代文化一大「現象」。 

 

(13) 譯注： 

柯萊特活了八十一歲 (1873-1954)。  

 

(14) 譯注： 

波利尼亞克親王夫人 (1898-1977) 為摩納哥侯國已故統治者雷尼爾三世

(Rainier III，1923-2005) 之母，即名演員葛莉斯 · 凱莉(Grace Kelly，1929-

1982) 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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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文字以此為家 

天賦異稟的女讀者 
 

 
 

基督教義是一個以書籍為依歸的宗教。早在古典時 

代晚期，耶穌基督已經與書卷一同被呈現出來。 

《聖經》這本「書中之書」同時包括了歷史書、教 

科書與先知書。在傳統上，書籍向來是男人手中的 

宗教象徵，例如耶穌基督、眾使徒、殉教者和聖人 

們，除此之外還有朝聖者、僧侶、守護聖徒以及教 

會領袖。書籍正是上主恩典的載具與精神權威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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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 · 馬提尼 
 

 

《聖母領報圖》- 西蒙 · 馬提尼作品 (約 1280)  

烏菲茲美術館，佛羅倫斯 

 

以天使向瑪利亞報喜為主題的畫作，於十四世紀時已經屢見不鮮。不過在西

蒙 · 馬提尼這位來自錫耶納 (Siena) 的畫家之前，沒有任何人以此種方式呈現

出這一幕。天使金碧輝煌的長袍和翅膀，予人一種剛剛飄然從天而降的感覺。

他雙唇微開，娓娓道來。至於他所說的話，已經載在典冊 ── 瑪利亞的耳際

語聲悠揚：「萬福，充滿聖寵者，上主與妳同在。看，妳將受孕懷胎。瑪利亞，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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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以何種動作來回應呢？ 

 

與馬提尼同時代的人欣賞這幅畫作時，即已注意到她驚懼的神情。那看起來彷

彿是，天使有力的話語令她退縮到「自己的」角落裡面。瑪利亞於畏懼之下稍

稍心生抗拒，其中交織著罕見的感情節制。她似乎有意規避此一事件，於是抓

起胸口的衣領。畫中那本扉頁輕啟的紅色書籍，就是瑪利亞智慧的象徵。天使

的降臨使她中斷閱讀，以拇指夾住方才讀到的部分。書籍的尺寸與外觀都顯示

出來，那是一本「日課書」。在中世紀晚期，「日課書」被家境富裕的俗世信徒

用為個人的祈禱書，並經常拿來當做孩童的啟蒙讀物。 

 

《聖母領報圖》於是讓我們看見了嶄新現象的誕生。馬提尼繪出的瑪利亞是一

位聰慧的女性，而非神學家們所樂見的幼稚童貞女。 她已經具備中世紀晚期的

學者特質：默默研讀、自動自發汲取新知 ── 知識已經來自於閱讀與學習，

而非透過盲目順從。像瑪利亞這般沉浸於書中世界的讀者，在被打擾的時候難

免會受到驚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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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戈 · 凡 · 德 · 胡斯 

 

胡戈·凡·德·胡斯(1440-1482) 作品《波爾提那利祭壇》，1476  

烏菲茲美術館，佛羅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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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此看見一幅祭壇畫的右翼部分，它是由法蘭德斯根特市的繪畫大師胡

戈 · 凡 · 德 · 胡斯 (注 1)，受到佛羅倫斯的托瑪 · 波爾提那利先生委託而繪

製的。因此其標題為《波爾提那利祭壇》。這套三聯組畫的尺寸非常巨大，廣達

二點五公尺乘以六公尺左右。它是現存於義大利的古代尼德蘭繪畫作品當中，

最令人肅然起敬的作品之一。  

 

此畫的贊助者 ── 波爾提那利 ── 曾於一四六五至一四八零年之間，掌管

梅迪奇家族位於布魯日的貿易辦事處，並在當地委託胡斯為佛羅倫斯的一座教

堂繪製祭壇畫。組畫中央部分之主題為耶穌的誕生，左右兩翼則分別繪出畫作

的贊助者夫婦及其子女。畫家運用當時即已不大有人採用的筆法，將贊助者夫

婦畫得比保護他們的聖徒小上許多。聖瑪格莉特與瑪利亞瑪達肋納 (注 2)，就

高高站在波爾提那利之妻瑪利亞 · 巴洛奈契里及其長女瑪格莉塔的背後，臉上 

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 

 

聖瑪格莉特身穿一襲紅色袍服，以左手持著一本翻開的書，不過她並未把目光

朝向書本。書籍在這裡主要只是做為信仰的象徵，並與其下的十字架共同產生

祛邪的法力。所欲驅除的對象就是這位女聖徒腳下的惡龍，而我們在龍的口中

可以看見她所穿著的一隻便鞋。依據傳說故事，當殉教者瑪格莉特身繫囹圄的

時候，魔鬼曾經化身為龍登門騷擾，意圖往她身上撲去。在另外一個版本中，

惡龍甚至把她一口吞下，不過瑪格莉特最後以十字聖號降伏了惡龍。胡斯所繪

製的祭壇畫則藉由聖經來凸顯十字架的保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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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羅修斯 · 班松 

 

安布羅修斯·班品《閱讀中的瑪利亞瑪達肋納》，(約 1495-1550) 

黃金屋弗朗凱蒂畫廊，威尼斯 

 

瑪利亞瑪達肋納在《波爾提那利祭壇》畫中以右手捧起的聖油罐，現在置於桌

上。這個象徵物特別向我們顯示出，這位閱讀中的少婦也是一位女聖徒的具體

化身。瑪利亞瑪達肋納這個人物造型，從十三世紀以來即因罪人和懺悔者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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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廣受歡迎。她被視為就是在法利賽人家中獲得耶穌赦罪的那名娼妓。之前

她先用眼淚滴濕了耶穌的雙腳，接著用自己的頭髮把它們擦乾，最後更親吻他

的腳並抹上油膏 ── 至少這是《路加福音》裡面的報導 (注 3] 。 

 

在十五世紀以前，書本仍未與瑪利亞瑪達肋納共同出現。有異於稍後出現的骷

髏頭和鏡子這兩個象徵物之處為：書本起初並沒有被用來表明塵世生命的含混

不清，反而用於展示如何藉由莊嚴的沉思冥想來克服那種現象。只不過瑪利亞

瑪達肋納很快就離開了教會的氛圍，而在畫布上面被重新呈現為一位非常美

麗、往往一絲不掛或衣不蔽體的美麗少婦 ── 她的手中常常也拿著一本書。 

 

安布羅修斯 · 班松是一位出生於義大利北部，然後定居於布魯日的自由繪畫大

師。他經常以符合時人品味的方式，繪出了富含寓意的婦女肖像，其中也包括

一系列的瑪利亞瑪達肋納畫像。那些作品不但被出口至西班牙和義大利，而且

也在布魯日舉辦於每年一月和五月的市集上銷售。有時班松甚至同時擺出了三

個攤位。 

 

這幅畫作當中的美麗少婦，正虔敬地目視一本以紅色天鵝絨裝訂出來的書籍。

對那個時代的觀畫者而言，此種動作意味著已經答應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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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基羅 · 波納洛蒂 

 

米開朗基羅 · 波納洛蒂 (1475-1564) 作品：《庫邁的西比爾》(約 1540 ) 

西斯汀教堂，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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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運動使得古代神話和神話人物具有了新的生命。米開朗基羅繪製於西

斯汀教堂的巨大壁畫，即同時呈現出《舊約聖經》中的先知以及異教徒的「西

比爾」。 

 

「西比爾」是古代希臘羅馬的女預言家：那些婦女能夠在瘋癲狀態下道出未來

景象，而且所預言的往往是一些恐怖驚悚事件。她們被冠上的別名則標誌其活

動地點。例如此處「庫邁的西比爾」所點明的，就是一座位於義大利坎帕尼亞

地區的庫邁，用於宣示神諭的山洞。 

 

古羅馬詩人奧維德曾經敘述過這位「西比爾」的故事：阿波羅打算用厚禮來買

通她，以便加以誘惑。「西比爾」隨即向阿波羅提出請求，要讓她的年歲與手中

一把沙粒的數目同樣眾多，卻忘記同時表達出希望青春永駐的意願。於是她在

漫長的千年歲月當中，大多數時間只是一位老態龍鍾的婦人。她昔日高大美麗

的身影不斷消蝕縮小，到了最後再也無法為人所見，人們將只能聽到她的聲

音。 

 

米開朗基羅把她呈現於我們眼前，而她距離那個最後階段還相當遙遠。雖然她

的體態已經非常老邁，並且臉上密佈著深深的皺紋，可是她強壯且肌肉發達的

手臂卻教人聯想起一名年輕健壯的男子。 

 

有關「庫邁的西比爾」的各種故事當中，最著名的一則描述她如何向末代羅馬

國王 ── 「高傲者」塔奎尼烏斯 (注 4) ── 高價兜售九本預言書。國王一

口加以回絕之後，她先燒毀了三本預言書，接著又焚燒三本，直到塔奎尼烏斯

終於依原價買下殘餘的三本為止。據說它們曾經連續幾個世紀受到嚴密保護，

被安置於羅馬元老院山丘的朱比特神殿底下，唯有在危急的時候才可以翻閱。 

 

米開朗基羅畫中的「西比爾」既是女巫也是女巨人，她正在閱讀三本預言書當

中的一本，藉以為我們每個人查明未來的狀況 ── 只不過書中內容看似一片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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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文字以此為家 
(1) 譯注： 

「Goes」(胡斯)在荷蘭語的發音為「赫烏斯」。  

 

(2) 譯注： 

「瑪利亞瑪達肋納」(瑪達肋納的瑪利亞)在基督教版《聖經》之譯名為「抹

大拉的馬利亞」。她被稱作「聖徒中的聖徒」，耶穌復活後即首先顯現於她

的面前。關於其生平可參閱《新約聖經》天主教版 (瑪 27：56，27：61；

谷 15：40， 15：47，16：1-11；路 7：37-50，8. 2；若 20：1-18) 或基

督教版 (太 27：56， 27：61；可 15： 40， 15：47， 16：1-11：路 7：

37-50， 8：2；約 20：1-18)。 

 

(3) 譯注： 

這段故事請參見《新約聖經》(路 7：36-50)。另依據《路加福音〉8：2 的

敘述，耶穌會從她身上趕出了七個魔鬼。  

 

(15) 譯注： 

塔奎尼烏斯為古羅馬第七任國王 (在位期：534-509 BC)，曾進行專權統治，

但關於其生平的敘述出於虛構。他在西元前五零九年遭到推翻，羅馬從此結

束王政而進入共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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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知心的時刻 

陷入沉迷的女讀者 
 

 

在十六世紀以前的歐洲社會，知心的時刻幾乎 

毫無容身餘地。於隨後逐漸形成私密氛圍的過 

程中，閱讀的習慣扮演了重要角色。默默閱讀 

的女性與書籍結為同盟，脫離了社會與周遭團 

體的掌控。她們征服了一個只有自己才有辦法 

進入的自由空間，並於獨立自主之際對自我價 

值產生了認知。她們開始為自己畫出世界的圖 

象，然而這種世界觀未必符合傳統的價值理念 

以及男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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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梅尼克 · 費提 

 

多梅尼克 · 費提(1589-1624) 作品 -《閱讀中的少女》(被歸類為費提的作品)，約 1620。 

學院畫廊，威尼斯 

 

多梅尼克 · 費提是一位過渡時期的畫家，這幅構圖簡單、有關一位單純少女的

畫作即被歸類為他的作品。於其巧手之下，古代神話和聖徒故事裡面的畫面轉

換成為風俗畫的場景，因而獲得了新的人間風味。費提讓神話褪除了神話色 



51 
 

 

 

彩，並使得宗教世俗化。他運用精確的細節和幾乎稱得上是「自然」的手法，

嘗試藉此來掌握現實生活。其繪畫作品明確顯示出，人的道德不需要以經文中

的標誌和象徵做為圭臬，反而僅僅透過特定的姿勢、特定的眼神、特定的光線

效果，即可將之表達出來。 

 

在此畫中，少女前袖呈褶狀垂下的衣紋經過精心繪製，烘托出她外觀上的落落

大方和端莊穩重，這種神情使得她可以與大人物平起平坐。費提在同一年，也

就是在一六二零年，曾以「憂鬱」為主題繪出了另外一幅著名的作品：畫中出

現一位以手托額、陷入沉思的女性，她在一座廢墟之中與一個骷髏頭面對面坐

著，正在思索世間的事物如何稍縱即逝。而在我們這幅作品裡面，畫面左下角

被咬了一口的麵包多少令人聯想起《憂鬱》畫中的骷髏頭。費提在《憂鬱》之

中所呈現的女性，長年以來被當成是「贖罪中的瑪利亞瑪達肋納 (注 1)。 

 

或許與畫家同時代的人，也將此處閱讀中的少女視為同一人的化身。但今天我

們所看見的，主要就是這位年輕女讀者難以用筆墨形容的優雅。她使我們產生

一種感覺：閱讀就好比傳說中的魔法腰帶，一旦繫上以後即可發揮無邊法力，

讓配帶者散發出令人心生愛慕之意的優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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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蘭 · 哈爾曼松 · 凡 · 萊茵 

 

 

林布蘭·哈爾曼松·凡·萊茵(1606-1669) 作品 - 《閱讀中的老婦人》，1631 

國立博物館，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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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蘭一生當中所探討的主題之一，就是「年邁」這個現象。他年輕時代的畫

作已經出現了白髮蒼蒼的女性和男性，他臉上刻畫著歲月的痕跡，樣貌顯得老

態龍鍾。 

 

這幅作品經常被採用的標題是《林布蘭的母親》，但是畫中所呈現的人物不應是

畫家自己的母親。一位與林布蘭同時代，與他相知甚稔的繪畫大師 ── 揚 ·

利芬斯 ── 也會以同一位女性為模特兒， 畫出了自己的老婦閱讀圖。唯一不

同之處就是她在鼻子上夾著一付眼鏡。 

 

依照當時的慣例，兩幅畫中的女讀者都在閱讀《聖經》。林布蘭以大量布料將畫

中老婦的身軀包裹起來，只露出了手部和滿佈皺褶的面龐。大部頭的《舊約聖

經》看似自行發出耀眼光芒，老婦人正全神貫注地查經，把乾癌的右手平放於

攤開的書頁上面：閱讀時感覺吃力的老人，習慣以這種方式標明剛剛讀到的一

行文字。而且，這種手勢呈現出那位女讀者與經文之間的知心關係。 

 

在希臘羅馬古典時代，其慣常的做法有異於我們所熟悉的觀點。老人的尊嚴與

「老邁」的意義均遭到否定 ── 老人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作用：他們已為國服

務，並製造出下一代。林布蘭的畫作卻點出了老人的使命、尊嚴與典籍的權威

性之間的直接關係，而這正是許多年邁女先知與男先知所了解的狀況。對他們

來說，沒有比謙卑研讀《聖經》更加重要的事情，而其他的一切就來自於「年

邁的尊嚴」。 

 

典籍的權威與老婦的內斂形成了交互作用。其中意味著所獲得的自由解脫，以

及扮演好自我角色與完成分內工作之後的退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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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 · 奧赫特維爾特 

 

 

雅各伯·奥赫特維特(1634/35-1708/10) 作品 - 《向閱讀中的女子示愛》1670 

國立藝術節，卡爾斯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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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紀的尼德蘭，以信函來進行書面對話的做法大行其道。當時沒有其他

歐洲國家擁有那麼多能書會寫的國民，而且信件往來無論在經濟、政治等範疇

內，以及在私人領域和親密關係等方面，皆具有日益重大的意義。市面上出現

了尺牘範例和標準字帖教材，因為決定信函成功與否的要件，不僅在於有辦法 

針對不同場合及收件者而採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同時也在於是否能夠寫出內容

流暢、字體美觀的文字。很快就開始，有繪畫作品以寫信的男男女女做為素材

── 但寫作的男性多於女性，而閱讀的女性多於男性。其中最著名的畫作，就

出於維梅爾 · 希爾德 · 泰爾 · 博赫與彼得 · 德· 霍赫等人之手。 

 

《向閱讀中的女子示愛》的繪畫也屬於以上範疇，並且尤有過之。其中的原因

就是，當時難得有任何圖像能夠像它一樣，與此同時列出了正在相互競爭的媒

介 ── 此處所指的媒介就是書籍、信函與談話。 

 

畫中的那位男性顯然正在口頭複述桌上情書所欲轉達的訊息。封住信口的火漆

已經破開，表示女子早已知曉信中內容。但她擺明就是不為所動，繼續閱讀手

頭的書籍。似乎此刻對她而言，閱讀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書面和口頭的溝通，

以及凌駕於任何其他的交往方式之上 (不妨注意一下，背景的部分擺著一張

床)。儘管如此，她還不至於給人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印象。不論故事的後續

發展如何，這幅畫表明了一點：女子正在享受自己所受到的仰慕，但她並沒有

把感覺表達出來，反而只是沉浸於書中天地 ── 至少是假裝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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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 揚森斯 · 埃林加 

 

彼得·揚森斯·埃林加(1623-1682) 作品 - 《閱讀中的婦人》(1668/70) 

慕尼黑古畫廊 

 

這位女僕背對觀畫者，正在入神閱讀當時的一本暢銷書。她並未善盡自己的職

責來操持家務，反而隨興之所至讀起書來。 她自己的情緒起伏所帶來的愉快經

歷，使得這位女讀者產生了一種新穎而充滿幸福感的自我認知。這種自我認知

與社會指定她所應履行的角色義務，是絕對無法並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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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 維梅爾 

 

揚 · 維梅爾 作品 - 《讀信的藍衣少婦》(約 1663/1664) 

國立博物館 – 阿姆斯特丹 

 

這位看起來身懷六甲的婦人，站在未出現於畫面的窗戶前方，人已閱讀一封顯

然是由丈夫寫給她的信。背景部分懸掛於牆上的荷蘭東南部地圖，暗暗指出發

函者身處遠方。婦人雙唇微啟，似乎正輕聲唸出信中的內容。這又點明她是多

麼渴望能夠汲取所讀到的文字，否則至少也展現出她為了理解信中含義所做的

努力。這位女讀者彷彿置身一個保護罩內，正安處於私密的氛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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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2. 知心的時刻 

 
 (1) 譯注： 

「瑪利亞瑪達肋納」即「抹大拉的馬利亞」。 本書聖經人物之譯名主要以

《聖經》為準，但天主教版與基督教版《聖經》的文字差異頗大，因此譯者

採取以下做法：畫家為天主教徒時以天主教版為準，為新教徒時則以基督教

版為準，並附上相對應的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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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生活樂趣之所在 

自視甚高的女讀者 

 

 

若說「十八世紀的人大都遊手好閒、耽於享樂」， 

這無疑是誇張過度的表達方式。正確的講法為： 

在洛可可和啟蒙運動時代，人們過日子的時候也 

不忘享樂。讀書人必須繃緊神經、面向沉重的大 

部頭著作躬身彎腰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輕巧的 

書籍拿起來非常順手，閱讀詩文和小說演變成一 

種新的消磨時間方式，豐富了私人生活。讀書不 

僅可以驅除無聊，更進而成為個人自由的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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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斯瓦 · 布榭 

 

 

法蘭斯瓦 · 布榭 (1703-1770) 作品 -《龐巴度夫人》(1756 ) 

慕尼黑古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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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巴度侯爵夫人乃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因為生活奢靡而遭百姓鄙夷。她出身

自中產社會，是一個巴黎商人的私生女，從人生的第二十四個年頭開始決定了

法國宮廷之品味 [注 1]。當她在一七五六年被任命為王后的「宮廷女史」之

後，即委託法蘭斯瓦 · 布榭 ── 日後的「國王首席畫家」── 為自己繪製

了一幅官式的肖像。 

 

畫像上面的一切均出於精心規劃：就連散落各處的紙扎、銅版畫和書寫工具也

都用於展現慵懶的氣氛 ── 它與奢華和品味共同構成香閨擺設的三大要素。

無怪乎時人將之視為「感官享樂的宅邸」。畫中主角身穿寬大的宮廷服飾，斜坐

在一張推放到牆頭立鏡前方的躺椅上面。我們還看得見一個雕飾繁複的書櫃，

它的鑲邊就是女主人的紋飾盾形徽章。這幅作品當中的一切都很私密，而且一 

切都是刻意安排出來的。早在大眾傳播媒體誕生之前很久，它已經向我們展現

一個用於炫耀的世界，其中充满了欲望和熱情。 

 

在這個享樂的國度內，書籍尚未失去主導地位。侯爵夫人已抬起目光中止閱

讀，用右手食指夾住書中剛讀到的段落。她的右下臂和攤開的書冊，正好位於

全圖從左上拉到右下的對角線，一直延伸至地上零星放置的其他典籍。她手中

的書本也已經滑到一邊，使得膝上的位置空了出來。侯爵夫人腳旁有一隻與她

的頭部共同位於全圖另一條對角線上的小狗。這個位置或許是特地留給牠的？

反正這只能維持到國王臨幸之前。她正在等待陛下駕到 ── 這位美麗的女性

永遠曉得該如何因時置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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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 拉烏 

 
尚 · 拉烏 (1677-1734) 作品 - 《信函》(1720) 羅浮宮。巴黎 

 

十八世紀時，法國的風俗畫家沿襲了十七世紀荷蘭繪畫傳統。但他們比自己的

前輩更加強調對浮光掠影的掌握，以及應如何重新呈現出珍貴的時刻。從此繪

畫變成了完美的「快照」：一種姿勢、一種體態，以及充滿靈性的目光之中所隱

含的女性秘密。 

 

畫中出現的信函絕對是一封情書 ── 位於打開的珠寶盒蓋背面的男性畫像即

已點明此事。但這幅畫作無意講述故事，而是要呈現出特定的事物 ── 眼神

之中所流露出來的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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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一昂諾瑞 · 弗拉戈納爾 

 

 

尚一昂諾瑞 · 弗拉戈納爾 (1732-1806) 作品 - 《閱讀中的少女》(1770) 

國家畫廊。華盛頓 

 

這位年輕女性身著當代時髦服飾，正以悠閒的姿態持書閱讀，已經悠閒到了可

以同時舉杯飲茶的地步。她只用四根手指把書舉起，小指則微微向外伸出。現

在讀書是很輕鬆的事情，簡直可以稱得上是輕飄飄的動作：窮經皓首探索書中

隱藏含義的現象，在此已不復可尋。 

 

畫家很成功地在少女閱讀之際，同時捕捉住兩種不同的目光： 一是凝聚於字裡

行間的專注目光，另一則為伴隨著閱讀而形成的自由飄浮、迷失於感情與夢幻

之中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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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 · 恩斯特 · 海因修斯 
 

 
約翰 · 恩斯特 · 海因修斯 (1731-1794) 作品《安娜·阿瑪莉亞公爵夫人》(1772) 

威瑪古典文藝收藏暨博物館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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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德於一七七五年應邀前往威瑪之初，薩克森· 威瑪 · 埃森田納赫公爵國的

統治權，剛剛在兩個月之前重新回到男性手中：自從恩斯特 · 奧古斯特 · 康斯

坦丁公爵驟然逝世之後，即由其夫人安娜 · 阿瑪莉亞擔任未成年兒子的攝政

者，為時長達十六年之久。但這位年僅十八歲即已孀居的公爵夫人，自己必須

先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提出成年申請，以便取得攝政資格。 

 

一七七三年的時候，她的宮廷畫家約翰 · 恩斯特 · 海因修斯，為時年二十四歲

的公爵夫人繪製這幅肖象。其左手中翻開的書本，正象徵著她對文學的熱愛，

以及她對藝術、科學 ── 尤其是對圖書文化 ── 之獎掖。 

 

安娜 · 阿瑪莉亞使得威瑪這座小城市搖身一變，成為文化運動的中心地，以致

名作家維蘭德將該城譽為「令人心曠神怡的處所」。除此之外，公爵夫人也對大

眾開放那所名滿全球、現在以她來命名的圖書館。一七六一至一七六六年之

間，她下令把一座名為「綠色小殿」的前王侯宅第改建成圖書館，並專門設有

一間閱讀大廳。那個洛可可式的大廳以及其中的善本書、繪畫作品、地圖、半 

身人像和地球儀等等，共同保留了威瑪古典時期的風貌。它們二百多年下來幾

乎完全維持原樣，直到二零零四年九月二日晚上慘遭祝融肆虐為止。這幅懸掛

於「安娜 · 阿瑪莉亞圖書館」牆上的肖象畫，則幸好及時從大火中搶救了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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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 艾田 · 利奥塔爾 
 

 

尚 － 艾田 · 利奥塔爾 1702-1789 作品 - 《阿黛拉伊德夫人》(1753) 

烏菲茲美術館。佛羅倫斯 

 

尚 － 艾田 · 利奥塔爾這位染上旅行熱的日內瓦公民，屬於十八世紀從一座城

市遷至另一座城市、從一個宮廷移至另一個宮廷的藝術家之一。他在意的，就

是要維護己身的自由。利奥塔爾自從在君士坦丁堡 (即今日的伊斯坦堡) 停留了

五年以後，就穿著土耳其的長袍，頭戴皮帽、蓄留長及腰帶的鬍鬚，於是為自

己博得「土耳其畫家」的綽號。這對增加畫作的銷路產生了極大助力。 

 

利奧塔爾很喜歡畫中呈現出來的婦女 ── 其中包括了美麗的女讀者 ── 也

穿上土耳其服飾，至於他本人則在如此打扮了十三年以後，才因為婚禮的緣故

而改變裝束，利奥塔爾所繪製粉彩畫的最強而有力之處，就是以迷人的方式同

時結合了鄂圖曼的魅力與女性的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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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 · 海因利希 · 菲格爾 

 

腓特烈 · 海因利希 · 菲格爾 (1751-1818) 作品 -《贖罪中的聖瑪達肋納》(1808) 

慕尼黑新畫廊 

 

 

卡薩諾瓦在有關自己生平的故事當中，只使用姓名縮寫提及他的某幾位情人。

其中 M. M. 是一位修女，曾經送給卡薩諾瓦一個金質的鼻煙盒作為禮物，並在

盒中置入兩幅不同的畫像。如果縱向抽出盒底，可以看見她穿著修女服的模

樣。但若在盒側按一下，就會彈開底部第二層顯現她的裸體像，而其躺姿「正

如同柯雷吉歐畫筆下的瑪利亞瑪達肋納」。 

 

卡薩諾瓦應該是在德勒斯登的時候，看見了柯雷吉歐完成於一五二零年前後的

作品。畫中繪出聖經人物「瑪利亞瑪達肋納」身處林間的情景。柔和的光線穿

透樹梢，她俯臥於地，以右手支撐頭部。她的右肘架在大開本的書上，左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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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放地面按住那本書。那位女讀者並裸露出肩膀和腳部。此種靈性與肉慾合一

的方式，顯然對十八世紀的多情善感者產生了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當時許許多

多的讚美之辭以及數不勝數的畫像複製品，均對此做出了佐證。然而原作已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消失得不知去向。 

 

腓特烈 · 海因利希 · 菲格爾也曾經臨摹過那幅畫。當他初抵維也納的時候，其

複製出來的作品成為很好的敲門磚，後來他更出任維也納藝術學院的院長。三

十五年以後，他畫出了自己的「閱讀中的瑪利亞瑪達肋納」版本。畫中最主要

的不同處在於：她的目光剛剛離開書本向上揚起，朝向觀畫者的眼神於憧憬之

中帶著夢幻。雖然菲格爾的「朦朧美感」無法與柯雷吉歐的「意亂情迷」混為

一談，他的「瑪利亞瑪達肋納」仍然造成了很大的回響。一八零九年時， 它成

為日後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所購買的第一幅當代畫作。此舉為「慕尼

黑新畫廊」的藝術收藏奠下了基礎。而我們都曉得，路德維希一世熱愛女性之

程度與卡薩諾瓦難分軒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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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3. 生活樂趣之所在 

 
 (1)  譯注： 

龐巴度夫人 (1721-1764) 於一七四五年成為路易十五的情婦，被冊封為侯

爵夫人。二人之間的情色關係雖僅持續至一七五一年，但龐巴度至死仍保

留了「國王情婦」的頭銜。龐巴度夫人才智過人，為文學和藝術的獎掖

者。但她同時長袖善舞，除了與王后維持友好關係外，並向法王引薦更加

年輕貌美的情婦。她利用宮廷矛盾影響國政長達二十年之久，間接促成法

國在「七年戰爭」(1756-1763) 爆發前改採親奧地利的政策。結果法軍遭普

魯士擊敗，北美殖民地則被英國奪走。龐巴度夫人為此深受國人非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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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令人陶醉的時刻 

多情善感的女讀者 

 
 

一七六八年的時候，德國文學家萊辛建議將英語的 

“sentimental”一字翻譯為德語的「多情善感」 

(empfindsiam)。從此它在德語地區變成一個關鍵性 

的字眼，用於描繪新形成的中產社會文化素養，以 

及感情生活強度上的增加。現在閱讀被視為培養個 

人感受力的核心方式，因為閱讀的意義在於：設處 

地體會別人躍然於紙上的感覺，藉此來探測自己的 

知覺能力並拓展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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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兹 · 艾伯爾 

 
法朗兹 · 艾伯爾(1806-1880) 作品 -《閱讀的少女》(1850) 

奧地利美景宮博物館。維也納 

 

畫中的少女完全為書中天地所俘虜，以致未曾留意到上衣已從肩頭滑落。她的

右手輕輕按於胸口，不時撥弄頭上纖細的項鍊。那本書令她屏息凝神 ── 這

是因為故事內容如此引人入勝，教她迫不及待想知道結局如何？或許吧。但更

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閱讀令她出現了強烈的移情作用，並進一步加以激發。女

讀者心中的澎湃思緒甚至反映至書沿的波状起伏。已翻閱過的紙張不再整整齊 

齊疊著，反而任憑光影嬉戲於其間的小縫隙。 

 

這幅畫作的魅力，來自透過外在的靜態呈現出內心的動態。其繪製者法朗兹 · 

艾伯爾終生未曾離開自己的故鄉維也納。他在當地社交圈內，以風俗畫家和肖

像畫家的身分而著稱。他鍾情於「畢德邁爾」形式的恬靜日常生活天地。其作

品所描繪的並非動作，而是內心世界的各種狀態；這種呈現方式成為十九世紀

繪畫界的一大新挑戰。我們在畫中看見一位被書本深深吸引的少女，她心中的

念頭似乎與優雅清純的面龐一樣，皆未經過矯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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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 · 阿道夫 · 亨尼希 

 

 

古斯塔夫 · 阿道夫 · 亨尼器 (1797-1868) 作品 - 《閱讀中的少女》(1828) 

造型藝術館。萊比錫 

 

 

這幅畫因為被使用於《閱讀的歷史》之封面而大出風頭。繪圖者來自萊比錫，

是一位古代風格進行創作的畫家。他的筆法乾淨俐落，使得其作品同時也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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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現代感。單色的背景令人完全無法辨識畫中人的社會出身、文化背景或宗教

信仰，也不清楚她的閱讀動機。她剪得很短的髮型讓人難以區分性別，而頭髮 

的黑色在女讀者持於胸前的小書那邊重新出現了一次。少女虔敬低垂的雙眼以

及她唱讚的姿態，自然而然會教人聯想起一本新書。但此處所呈現的並非特定

書籍，只是提示性地表達了「書」這個抽象概念。 

 

「她的雙手左右交叉，支撑於拱起的膝蓋上面，表現出濃厚的拘謹意味，這也

重覆反映於少女削瘦的面部輪廓，以及緊緊捉住的薄薄嘴唇。雖然畫中使用的

顏色具有強烈表現力，但少女寬大的外衣、幾何形狀的衣領開口，以及同樣只

是象徵性呈現出來的衣紋，在在都造型非常單純，讓人無法看出藏於衣服下面

的女性身體特徵。一切的外在形式與所有的動作，均已回到內心的世界。 

 

有鑑於阿爾維托 · 曼古埃爾在前述閱讀的歷史書中大量使用了來自巴洛克浮華

世界的主題與素材，這位既矜持又苦修的封面人物未免顯得偏離主題，乍看之

下彷彿用圖不當。然而，正是這種超塵脱俗、含蓄內斂的風味散發出某種魅力

── 她的表現恰好吻合了多情善感的女讀者及男讀者意欲退居書中世界的願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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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 · 克里斯提安 · 康斯坦丁 · 漢森 

 

 
卡爾 · 克里斯提安 · 康斯坦丁· 漢森(1804-1880作品 -《藝術家的妹妹》(1826) 

北歐博物館。斯德哥爾摩 

 

丹麥畫家卡爾 · 克里斯提安 · 康斯坦丁 · 漢森畫筆下的兒童與青少年，往往

睜大了眼睛來觀察周遭世界，彷彿有難以理解的事物令他們驚訝困惑不已。當

藝術家的兩位妹妹在畫中共同默讀時，似乎也面對了同樣的情況。年紀更小的

妹妹緊緊靠在姐姐肩膀上，看起來一方面距離書本更近一點，同時卻又希望獲

得更多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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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 · 亞瑪 · 泰德瑪爵士 

 
勞倫斯 · 亞瑪 · 泰德瑪爵士 (1836 - 1912) 作品 - 《我們的角落》1873 

國立博物館。阿姆斯特丹 

 

兩個小女孩之一表情羞澀、略顯畏怯，並宛如陷入了夢境；另一個女孩則充滿

好奇、面露自信。勞倫斯 · 亞瑪 · 泰德瑪這位以摹擬古典風格而名聞遐邇的歷

史畫畫家，即以此種方式呈現他來自第一段婚姻的兩個女兒 ── 勞倫絲與安

娜。這幅雙人畫像是藝術家送給第二任妻子的禮物，它等於向孩子的繼母表

示：「看哪， 我們長得就是這個樣子。」兩個女兒待在父親屋內的角落，畫中

除了她們自己之外，並未描繪二人所處的時空。在成年人的世界裡面，她們本

身的安全避難所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 她們的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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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 · 艾伯特 

 

安東 · 艾伯特 (1845-1896) 作品 《晚安故事》(1883)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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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留給我們的婦女圖像，就是一種女性「感情使者」的形像。她們置身

家中斗室，栽種培育了感情、慈悲與人性之嫩芽。只不過婦女難得從蝸居探身 

出去，以便對外大張旗鼓，向男性所造成的艱苦現實展露自己的情感。通常她

們只是待在屋內操持家務，於家庭中散發溫暖。稚子就在她們胸前發展出對生

命的認知，藉以形成正直的人格。他們並對人生有所體會，曉得將來離開兒提

時代的「魔術花園」以後，必須對奮勇争先和講求實效的準則知所節制。 

 

安東 · 艾伯特一生當中藉由自己的風俗畫，成為極受資產社會歡迎的畫家。他

畫筆下的家庭生活溫馨時刻尤其受到喜愛。但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他會把父親

畫入母親與孩子之間的知心時刻，讓他也跟他們一起躺在床上。無論如何，這

幅作品的標題還是產生了誤導作用，因為那位母親並沒有為孩子們講述晚安故

事。他們三個人反而共同目不轉睛，看著一份顯然來自國外的畫報 (注 1)。畫

報向他們展現出家中寧謐天地以外的世界圖像 ── 或許那也是不在場的父親

無法用理性來體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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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森 · 費爾巴哈 

 

安森·費爾巴哈作品《保羅與法蘭契斯卡》(1864) 

沙克畫廊 –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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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在《神曲》書中進行艱苦的地獄之旅時，遇見了法蘭契斯卡 · 達 · 里米尼

與保羅 · 馬拉泰斯塔這對情侶。二人之間的婚外情被法蘭契斯卡惹人厭的丈夫

發現，當場遭其親手殺害 (注 2)。這兩位戀人縱使身處地獄的環境之下，對愛

情的憧憬仍未嘗稍減。法蘭契斯卡並向但丁敘述了事件的來龍去脈： 

 

有一天，我們為了消遣，共同閱讀蘭斯洛特如何被愛情俘虜的故事；只有我倆

在一起，完全沒有疑懼。…… 當我們讀到陷入熱戀的武士親吻了渴慕已久的微

笑面龐時，永遠不願與我分離的保羅顫抖著親吻了我的嘴。那本書和寫書的人

就是慫恿者。那天 我們沒有繼續讀下去。 

 

自從但丁的作品在十八世紀被重新發現以後，這一幕情景也成為繪畫的素材。

最盛行的做法，就是用戲劇性的方式把三角關係激化出來：一對戀人正在親

吻，受到欺騙的丈夫則起了殺機在暗中窺伺。但費爾巴哈的作品中完全沒有出

現這些景象。與他同時代的人甚至認為畫中的愛侶正默默不語，共同沉浸於宮

廷小說的書中世界，在和諧、寂靜與冥想之中彼此找到了自己。 

 

不過現代的觀賞者仔細瞧上幾眼以後，卻會發現保羅根本就沒有在看書，反倒

是手腳並用打算一親芳澤。而法蘭契斯卡正準備闔上書本，隨時可能迎身向

前。慫恿者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於是情慾壓倒了知覺能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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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4. 令人陶醉的時刻 
” 

(1) 譯注： 

艾伯特是奧地利人，而那份畫報上面使用的語言是英文。  

 

(2) 譯注： 

「馬拉泰斯塔」是統治義大利里米尼 (Rimini) 地區的家族，保羅則為里米

尼統治者喬凡尼 (Giovanni da Rimini) 之弟。法蘭契斯卡的父親基於政治考

量將女兒許配給喬凡尼。但喬凡尼身體畸形、相貌醜陋，擔心被法蘭契斯卡

拒絕，於是由其英俊的弟弟代為前往迎娶。法蘭契斯卡在婚後第二天早上才 

發覺上當，但已與保羅彼此心生愛意。二人之戀情於共同閱讀時曝光，立即

遭到妒火中燒的喬凡尼偷襲殺害。此醜聞發生於一二八五年，為轟動一時的

社會新間。一般文獻使用喬凡尼的綽號而稱之為「吉央喬托」(Gianciotto) 

── 瘸腿喬」，已經忘記了他的本名。  

 

(3) 譯注： 

在《神曲》書中，這對戀人的靈魂被囚禁於地獄第二層。這個圈子專門懲罰

「讓情慾壓倒理性的犯淫邪罪者」，而且「那些罪惡的亡魂被狂飆颳來颳 

去，忽上忽下，永遠沒有什麼希望來安慰他們，不要說休息的希望，就連減

輕痛苦的希望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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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對自我的追尋 

全神貫注的女讀者 

 

 

全神投注的女讀者和男讀者很容易情不自禁，在書中 

天地與真實生活之間畫上等號。福樓拜甚至讓他筆下 

可憐的包法利夫人為此而走向毀滅：包法利夫人不僅 

受害於謬誤、庸俗的作品，更是自我欺骗之下的犧牲 

者，以致把書籍和神論混為一談。那簡直像是把現實 

生活當作別人已經燒好的菜餚，我們只需要端過來即 

可大快朵頤。閱讀是人生的指南和調劑，但若將之與 

生活混淆起來的話，只會奪走閱讀對心靈產生的療效 

，反而使得原先的熱情變成苦難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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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 · 伯恩 － 瓊斯爵士 

 

 

愛德華 · 伯恩 － 瓊斯爵士 (1833-1898) 作品 -《凱蒂·路易斯的畫像》(1886) 

馬里特畫廊，倫敦 

 

 

當英國象徵主義畫家及繪圖家伯恩 · 瓊斯開始動筆，畫出凱蒂 · 路易斯如何躺

在沙發上沉浸於書中天地時，小凱蒂還只有四歲。等到這幅作品大功告成以

後，小女孩已經年滿八歲了。凱蒂為明星律師喬治 · 路易斯之么女。她的父親

是這位畫家的至交好友，並曾經為約翰 · 辛格 · 薩金特 (注 1)、王爾德、勞倫

斯 · 亞瑪－泰德瑪、詹姆斯 · 麥克尼爾 · 惠斯勒 (注 2) 等知名藝文界人士出

庭辯護。 

 

伯恩－瓊斯的兒女已經成年，他自己卻表現得童心未泯，不斷寫信給活潑可愛

的小凱蒂，並在信中畫出插圖向她講述有趣的故事。小女孩在此畫中被呈現為

一個手不釋卷的女讀者。她很舒服地在沙發上伸長了身子 ── 頭髮略嫌蓬鬆

散亂，袖子也高高捲起正在那邊閱讀得出神。至少此刻令凱蒂著迷的並非同年

齡一般小女孩所愛看的故事，反而是一部既浪漫又血腥的傳奇小說。其內容有 

關聖喬治如何與惡龍交戰並將之擊敗。這正是伯恩 - 瓊斯最心儀的小說之一，

並成為他某些畫作的取材對象。凱蒂在此不只是閱讀騎士小說而已。她看起來

宛如來自遙遠的過去，像是一個中世紀騎士身旁的小厮，躺在長沙發上陷入了

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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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 · 卡薩斯 - 伊 - 卡波 

 
拉蒙·卡薩斯-伊-卡波(1866-1932)作品 - 《舞會後》，1895 

蒙瑟拉特修道院博物館，卡塔隆尼亞 

 

卡薩斯 - 伊 - 卡波是一位來自卡塔隆尼亞的畫家兼繪圖家。他不但在馬內、

惠斯勒與竇加等畫家的影響之下從事繪書，而使得自己成為那個年代的忠實記

錄者，而且也設計了許多廣告海報。卡薩斯熱愛旅行並四處周遊，曾經前往美

國和古巴，他還是巴塞隆納一家前衛藝術家習慣聚集的酒館之共同創辦者。 

 

畫中年輕女子於歡樂的舞會結束後，面露疲態躺倒在沙發上。她手中拿著一本

讀得破破爛爛的小書或簿子，顯然曾經為了舒壓放鬆而瀏覽過其中的內容。卡

薩斯日後重覆使用了同一素材，將之畫成海報以供《派爾和羽毛筆》週刊使用

── 他也為該刊物繪製插圖。 

 

《派爾和羽毛筆》的編輯是藝評家米蓋爾 · 郁特里洛 (注 3)，發行於一八九九

年六月至一九零三年十二月之間。在卡薩斯為那份雜誌繪製的海報上，年輕女

子裹著一條巨大的粉紅色圍巾，表現得神采奕奕和活力充沛。她手中拿著一封

信，而且這回果真在閱讀。 

 

同一個主題的兩種不同版本，均將閱讀呈現為人生各次饗宴之間的小點心。真

正的生活藝術家都十分清楚，我們不必一直枯坐等候大戲登場。大戲中間的短

暫插曲，往往蘊涵了人世間更多的品味和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那才是真正能夠

讓人感受人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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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 雅克 · 埃內爾 

 

 
尚 - 雅克 · 埃内爾(1829-1905) 《閱讀中的女子》約 1880/90 

奧塞博物館。巴黎 

 

尚 - 雅克 · 埃內爾是一位來自亞爾薩斯的畫家。他在羅馬的梅迪奇別墅遊學五

年之後，將自己師法於柯雷吉歐的畫風發展得更趨完美。埃內爾習慣在經過理

想化的風景之中，加上多半為裸體的女子，將之共同結合於詩情畫意的田園風

光。 

 

這幅畫中的風景只是寫意而已，但顯而易見的是，那位讀書的女子可以納入柯

雷吉歐所創造出來的「瑪利亞瑪達肋納」類型 ( 請參見第六十一頁：腓特烈 · 

海因利希 · 菲格爾 )。不過，教會的圖像符號以及畫面背後的宗教意義，已不

復為探討對象。對埃內爾而言，繪畫反而是系列化的產品：他針對時人的口 

味，不斷用新的變化方式來呈現通用的題材，以便配合資產社會觀畫者的感官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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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杜瓦 · 馬內 

 

 
艾杜瓦 · 馬內 (1832-18831) 作品 - 《閱讀》(1868) 

奧塞博物館。巴黎 

 

「閱讀」這個畫作標題既可用於描繪默讀，也可以意味著幾百年來日益失去重

要性的高聲朗讀。在這幅完成於一八六五年的肖像畫中，馬內的妻子蘇珊全身

上下穿著白衣。依據推測，她背後的人物即為馬內和蘇珊共同的兒子 ── 里

昂 · 科林 - 李恩思霍夫。但那個影像是馬內過了許多年以後才添加進去的，於

是把均匀的白色背景撕開了一角。 

 

兒子為母親的朗讀的聲音，以類似旁白的方式進入她的耳中。除此之外，他們

二人在畫中均未出现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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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姆 · 雅克 · 蒂索 

 
雅姆 · 雅克 · 蒂索(1836-1902) 作品《靜寂》(無日期) 

私人收藏 

 

對著兒童唸出書中內容的慣常做法，長年下來依舊持續不衰。這個宛如田園一

般愜意的朗讀地點，就位於樹端繁枝茂葉遮蔽之下的陰涼處。不過畫家在此繪

出了許多啟人疑竇之處。草坪後側的深色小水池，與前景部分小女孩正在攀爬

上去的獸皮遙相呼應。那看起來彷彿是：在全無惡意的兒童故事背後，正有恐

怖的陰影逐步蔓延至周遭的環境。縱使是寂靜也可以讓人心生畏懼。 

 

蒂索曾經重覆使用過這個主題。在一幅相似的畫作上面，那個小女孩為書中內

容所深深吸引。她不像在這幅畫中，而是被我們看不見的事物轉移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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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 · 艾博特 · 麥克尼爾 · 惠斯勒 
 

 

詹姆斯 · 艾博特 · 麥克尼爾 · 惠斯勒 (1834-1903) 作品 - 《燈下閱讀》(1858) 

倫敦藝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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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斯勒這位畫家兼蝕刻畫家出生於美國，定居於倫敦，卻覺得自己是巴黎人。

他習慣將自己畫中的主要色調用為作品標題，例如：《藍與金色夜景：瓦爾帕

索》(注 4)、《灰色與黑色佈局 第一號：畫家母親的肖像》，要不然就直截了當

命名為：《土耳其玉色的威尼斯》、《黃玉色的阿姆斯特丹》、《蛋白石色的布列塔 

尼》。 

 

關於最後提到的那幾個畫中情景，馬賽爾 · 普魯斯特 (注 5) 曾經寫道：它們令

他陷入一種難以形容的緊張不寧狀態，無論是馬內或竇加的作品從來都無法使

他變得同樣激動。對惠斯勒而言，印象派畫家均過於寫實；他認為象徵主義畫

家才更具有現代感。 

 

惠斯勒以「直接刻線法」完成的許多作品，卻大多採用了平鋪直敘的標題。像

《燈下閱讀》呈現出一位年輕女性讀者的側影。她在身旁擺著一杯咖啡或茶，

正於石油燈的照耀下展書閱讀，而書本與眼睛之間的距離短得幾乎令人透不過

氣來。那盞檯燈的光線看起來相當明亮，我們可據此推斷她一定近視得非常厲

害。要不然就是因為她精神過於集中，以致只允許自己和書本中間出現極小的

距離。於是讀者與讀物融為一體，二者之間已經容不下其他的事物。這位女讀

者只需要舒適的坐椅、燈光和一本引人入勝的書，即可獲得小小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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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 · 波頓 · 巴伯 

 

 
查爾斯 · 波頓 · 巴伯 (1845-1894) 作品 -《抱著哈巴狗讀書的少女》，1879 

私人收藏 

 

 

巴伯經常以體育活動與動物世界做為畫作主題。動物之中包括了小雞、小鴨的

全家福，尤其維多利亞女王心愛的各種狗兒出現得更是頻繁。 

 

畫中所呈現的中國風味茶杯，隱約點出哈巴狗源自中國。由於「中國風的時尚

盛極一時，哈巴狗也跟著進入中產階級的住宅。 牠們不再只是瓷器上面的圖

案，進而成為經過品種改良的玩賞犬，並很快就變成特別受到單身女子喜愛的

寵物。哈巴狗在此的身分則是 一位自信十足、秀美優雅的年輕女性之伴讀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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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維斯 · 柯林特 

 

洛維斯 · 柯林特 (1858-1925) 作品 - 《閱讀中的少女》1888 

私人收藏 

柯林特曾經長年留學巴黎，不過並未與當地的印象派畫家多所往來。他在一八

八七、八八年之交的冬天移居柏林以後，採用了「洛維斯」這個筆名，開始繪

出頗具古代大師風格的自畫像。此處優美的女性閱讀圖亦完成於當時。這幅畫

作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就是異乎尋常、從後方四分之三位置看過來的視角──

即所謂的「後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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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奧多爾 · 魯塞爾 

 

 
特奧多爾 · 魯塞爾 (1847-1926) 作品 - 《閱讀中的少女》1866/67 

泰德畫廊 倫敦 

 

一八八七年，法國畫家特奧多爾 · 魯塞爾在自己的新定居地倫敦，展出一幅幾

乎廣達二點五平方公尺的巨幅畫作《閱讀中的少女》。這個舉動惹惱了保守派

《旁觀者雜誌》的評論家。其原因是，畫家在此以「無恥的恣意妄為方式」，濫

用了一個美麗主題。畫中人物的平淡無奇，更令評論家的理想主義品味覺得餘

恨難消：一則那位女性並非維納斯，無法用古代神話來提升境界而將赤身露體

合理化；但若換個角度來看，她至少也應該讀一本像像樣樣的書。她漫不經心

地把讀物放在敏感地帶上方 ── 雖然目不能見，卻剛好位於畫面的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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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那份讀物是一本充斥著八卦故事的畫報。我們已經來到大眾媒體傳播的時

代，邂逅了一位早期的畫報女讀者。她無精打采地放鬆自己，簡直顯得有些情

緒低落。 

 

魯塞爾藉著事先經過仔細考量的挑釁動作，以這幅作品造成群情激憤。同一時

代的人並很快就注意到，魯塞爾是把馬內的《奧林匹亞》拿來做為參考對象。

《奧林匹亞》呈現了一名正在等待恩客上門的風塵女子，以致當它於二十多年

之前公開展出的時候，必須由兩名警衛保護以免遭到怒火中燒的觀眾搗毀。但

魯塞爾並非藉由「聳人聽聞」，而是透過「淡中有味」來超越馬內那位繪畫大

師。他無意用圖像點出特定的故事，只是下筆畫出那位十九歲模特兒如何神閒

氣定地為他擺姿勢。唯有那件精心放置在椅背上的和式晨袍， 才為整體畫面帶

來些許異國風情。畫家本人正著手展開工作，以便在下一次沙龍展覽會上，藉

著這幅真人大小的裸體畫像取勝，以更甚於馬內《奧林匹亞》的不妥協方式，

來貫徹「為藝術而藝術」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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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亞 · 瑪格麗特 · 卡梅隆 

 

茱莉亞 · 瑪格麗特 · 卡梅隆 (1815-1879) 作品《愛麗斯·利德爾》，1870 

茱莉亞 · 瑪格麗特 · 卡梅隆信託處。懷特島清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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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六個孩子的母親在四十九歲時才首度接觸攝影。那時她的女兒送給媽媽一

架照相機，並說：「當妳覺得寂寞的時候，不妨試著照照相來消遣下 ……。」

她雖然難得找到寂寞的時刻，這種消遣卻很快就演變成偉大的藝術。茱莉亞 ·

瑪格麗特 · 卡 梅隆曾經在回憶錄中寫道：她早已有了預感，曉得自己將會把

攝影革命化，甚至得以藉此來賺錢。 

 

卡梅隆十分確定，攝影所追尋的美感與繪畫是相同的。於是她依據當代風行一

時、以文學為導向、深具象徵意味的「先拉斐爾畫派」 (注 6)，開發出藝術肖

像攝影。這位雄心勃勃的女攝影大師在佈局時，從造型藝術和戲劇作品中源自

《聖經》或神話故事的場景來擷取題材：她不但複述那些場景，並且重新加以

詮釋。除此之外，她並創造了具有強烈表現力的人像攝影。在此所特別著重

的，就是整體畫面的形象感。她把當時人們眼中的技術缺陷 ── 在卡梅隆的

攝影作品裡面，全圖只有一個小區塊對準了焦距，其餘部分則是一片柔和的朦

朧 ── 用於發揮藝術的表現力，藉以產生濃厚的戲劇效果發抒情感。 

 

畫面中閱讀信函的女子，為時年十八歲的愛麗斯 · 利德爾。許多年以前，一位

名叫查爾斯 · 路德維希 · 道奇森的數學老師，帶著愛麗絲和她的小姐姐一同在

泰晤士河上泛舟。當時她還只有八歲，道奇森那天在船上對她講了許多奇妙的

故事，故事的女主角理所當然就叫做「愛麗絲」。道奇森後來以路易斯 · 卡羅

做為筆名，因《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書而名聞全球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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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 · 梵谷 

 

文生 · 梵谷 (1853-1890) 作品 - 《阿爾勒城婦人》(吉努太太)，1888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 

 

梵谷落腳於阿爾勒 (注 8) 的時候，經常出入約瑟夫 · 吉努開設的「火車站咖啡

館」。畫中坐著擔任模特兒的婦人就是吉努太太。梵谷曾寫信向其弟提奧表示，

這幅畫他只花了三刻鐘的時間就「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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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和夏丹、菲格爾以及其他某些人相同，所繪出的並非閱讀時的情景，而是

閱讀後的狀態。此際目光脫離了書中一行行的文字，讀者正在腦海中回味剛剛

看到的文字並繼續加以推演。但不同於夏丹、菲格爾或後來的瓦洛東之處為：

梵谷作品中的女性讀者將目光從觀畫者的方向移開，遙遙望著遠處不特定的目

標。以手托腮的動作更進一步標明她陷入了愁思。 

 

閱讀的過程就跟所有的智力活動一樣，無法以純自然的方式表達出來。畫家只

能呈現單獨的個人，讓我們依據其姿態與目光來推論此人是否正在讀書。如果

畫中人確實在讀書，那麼我們可以聯想而知，閱讀本身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進

程 ── 那就彷彿在追尋真理的時候，於展開書卷之際即已抵達了目標。但梵

谷似乎有意藉著畫中的吉努太太來推翻這種習見的觀點。那位既單純又上了年

紀，而且鬱悶不樂的婦人可以告訴我們：閱讀只不過處於精神生活的門檻而

已，它可以引導我們登堂入室，但閱讀本身並不等於目標。 

 

假如缺少了大膽的用色，梵谷的畫作將失去一再令人詫異不已的啟示作用。他

在這幅作品中所憑藉的，就是幾乎黃得刺眼的背景。那一方面使得人像的色調

變暗，同時卻又好像用光量將人物圍繞起來。梵谷自己對此做出的詮釋是：他

希望賦予男男女女一種 「永恆的印象」。他嘗試用「光線的照耀與顫動」，來達

到以往透過聖像頭部光輪所凸顯的象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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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 塞維林 · 克洛耶 
 

 

彼得 · 塞維林 · 克洛耶 (1851-1909) 作品 - 《玫瑰園》1863 

倫敦藝術學會 

 

挪威畫家彼得 · 塞維林 · 克洛耶相繼停留於巴黎、西班牙和義大利之後，在丹

麥斯卡恩的藝術家聚落定居下來。他在當地利用北歐短暫的夏日時光，於自家

花園完成了許多作品。畫中經常出現他的太太瑪莉 · 克洛耶。即使是位於背景

的兩張躺椅，也曾經常被他繪製成圖。此刻他的太太瑪莉正憑靠在左邊那張上

面，很悠閒地看著報紙。右邊那張躺椅依然虚位以待，顯然正在靜待畫家完成 

工作之後，走入畫面坐到他挚愛的太太身旁。我們在此可感受到印象派畫家所

帶來的影響 ── 他們都非常喜歡在戶外作畫，繪出素材處於蒼穹之下的情

景。對苦於漫漫冬日的挪威人而言，頂著夏日陽光在野外閱讀想必更是一種特

別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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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托里歐 · 瑪竇 · 科爾寇斯 
 

 

維托里歐 · 瑪竇 · 科爾寇斯 (1859-1933) 作品 –《夢幻》1896 

國立現代藝術畫廊。羅馬 

 

維托里歐 · 瑪竇 · 科爾寇斯這位佛羅倫斯畫家在一八八零和一八九零年代的專

長，就是目光如夢似幻、恍然若有所思，往往出身背景啟人疑竇的少女。科爾

寇斯曾經留學巴黎四年，在當地親身體驗了具有正反雙重意義的「美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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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段時光的回憶之一，就是畫中年輕女性身旁的三本疊在一起的黃顏色書籍

── 它們 來自格拉塞出版社的著名圖書系列。 

 

飄落地面的樹葉，以及書堆旁邊擺放著夏日必備的草帽和陽傘，在在都點出了

這幅畫作的第一個主題：夏去秋來，凡事稍縱即逝。不過，這就是繁繞於那位

少婦心中的想法嗎？ 

 

枯黃葉片之間點綴著紅色的花瓣，它們來自被書堆擋住、不致滑落的那朵玫瑰

花。玫瑰 ── 而且是紅色的玫瑰 ── 正好象徵著愛情。但愛情似乎亦已凋

零、消逝一去不返。玫瑰同時也是純潔的象徵：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新娘於婚

禮當天早晨遵循傳統習俗把玫瑰擲入河中，象徵性地藉此告別清純少女時光。 

 

說不定這幅畫作另有一個主題：剛結束的夏天已讓這個少女變成一位具有自我

意識的少婦。或許閱讀也對此提供了助力，而那朵玫瑰似乎被拿來當書籤。女

讀者以手牢牢托起頭部，幾乎露出倔強的表情。這無論如何說明了一件事──

她毫不留戀天真無邪的時光。畫作的標題很容易產生誤導作用：這位讀書的女

性並沒有陷入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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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5. 對自我的追尋 

 

 

(1) 譯注： 

約翰 · 辛格 · 薩金特 (1856-1925) 或譯為「沙金」，為出生於佛羅倫斯，求

學於巴黎、卒於倫敦的著名美國畫家，以肖像畫見長。  

 

(2) 譯注： 

詹姆斯 · 麥克尼爾  惠斯勒 (1834-1903) 為出生於美國、生長於英俄、習

畫於巴黎、卒於倫敦的美國繪畫大師。其作品將出現於本章稍後。 

 

(3) 譯注： 

米蓋爾 · 郁特里洛(1862-1934) 為卡塔隆尼亞作家及藝評家，以及著名法國

女畫家蘇珊 · 瓦拉東之好友。瓦拉東十六歲時未婚生下一子，郁特里洛於

一八九一年名義上加以收養。那個小孩日後成為巴黎畫派最著名的風景畫家

── 摩里斯 · 郁特里洛 (Maurice Utillo，1883-1955)。  

 

(4) 譯注： 

瓦爾帕索(Valparaiso) 是智利的海港，曾經遭到西班牙海軍封鎖。當時惠斯

勒就待在港外的西班牙軍艦上。 

 

(5) 譯注： 

馬賽爾 · 普魯斯特(1871-1922) 為法國作家和意識流小說的先驅。其最著名

之作品為《追憶以水年華》，他在書中探索了記憶與感悟的力量。  

 

(6) 譯注： 

一八四八年時，一些英國畫家組成了「拉斐廠前派兄弟會」(The Pre-

Raphaelite Brotherhood)。他們偏愛拉斐爾時代 (即十五、十六世紀) 之前的

風格，反對感傷的畫風及當時的學院規範。其主旨在於忠實反映自然並選取

新題材 ── 那些題材往往來自詩歌文學的作品。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8%8B%B1%E4%BF%84%E6%A2%9D%E7%B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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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譯注： 

小愛麗絲聽了那些奇妙故事以後，不斷要求道奇森為她把故事寫下來。道奇

森禁不住她的一再催促，最後在一八六四年完成故事手稿，將之送給小愛 

麗絲做為聖誕禮物。《愛麗絲夢遊仙境》隨即初版於 一八六五年。 

 

(8) 譯注： 

阿爾勒位於法國東南部普羅旺斯的海岸，當地女子以「具有地中海地區特有

的美感」而著稱。法國 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 亦會描繪當 

地女子，其《阿莱城姑娘》(L'Arlesienne) 之法文標題即與本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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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小小庇護所 

寂寞難耐的女讀者 

 

 

進人二十世紀以後，書本成為大量生產的商品，於是 

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廉價物美的書籍。就此而言， 

閱讀理應處於黃金時代才是。然而實際的情況卻為； 

與報紙、電影、廣播、電視以及新出現的電腦和網際 

網路比較起來，書籍的重要性顯得江河日下。不過， 

實際上只有對男性而言是這個樣子。女性非但讀得更 

多，而且所讀的書也大不相同。她們在書中世界為生 

活上的重要問題尋覓答案，原本的巨大熱情變成了小 

小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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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西 · 瑪麗安 · 金恩 

 

傑西·瑪麗安·金恩 (1876-1949) 作品 - 《魔術的語法》約 1900 

 

青年風格衍生自應用藝術，於二十世紀初期達到了最高潮。在工業化時代方興

未艾之際，來自全歐各地的藝術家都為自己創造出新的天堂。他們的裝飾圖案

就像魔法一般遍佈於各種日常用品之上。設計的新紀元自此開展。 

 

蘇格蘭插圖畫家與設計師傑西 · 瑪麗安 · 金恩，曾為《魔術語法》一書繪製了

這張插圖 ── 清純少女正手持那本展現變化藝術的書。女畫家在圖中將兩朵

著名的「麥金塔玫瑰」(注 1) 結合成一個心形圖案；心形圖案變成了少女，少

女變成了許多隻蝴蝶，而蝴蝶變成了各種魔法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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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利希 · 福格勒 
 

 
海因利希 · 福格勒 (1872-1942) 作品 -《瑪爾塔·福格勒》，約 1905 

 

「沃爾普斯韋德藝術家村」(注 2) 植基於青年風格的精神。海因利希 · 福格勒

這位畫家與書籍藝術家，將當地一座農舍改建成青年風格式的「巴爾肯霍夫莊

園」，使之成為「沃爾普斯韋德藝術運動」的中心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令

他轉而致力於政治，並在莊園內設立一所共黨工人學校。最後福格勒離開德國

移居蘇聯 (注 3) 。 

 

這幅完成於一九○五年、以其妻瑪爾塔為主題之作品，已經呈現出他日後逼真

寫實的風格，但畫中仍未具有意識型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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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 · 拉森 

 

 

卡爾 · 拉森 (1853-1919) 作品 - 《閱讀中的卡琳》1904 

左恩收藏館。瑞典 

 

 

「青年風格改革運動旨在創造出新的生活美學，瑞典畫家卡爾 · 拉森即為此運

動的一員健將。拉森的畫作使得他不但享譽鄉梓，更進而名揚四海。他以繪畫

呈現出自己九口之家的日常生活，將那座房舍昇華為一個經過精心規劃的生活

天地。對今日的觀畫者而言，他的作品之中洋溢著愜意的田園風情，遠離了大

城市的焦慮不寧。拉森除了用圖畫來寫日記之外，同時更追尋一個遠大的目

標：他希望把人們所居住的蝸殼之中解脱出來 ── 從十九世紀開始，住戶即

被關入了蝸殼之中，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愈演愈烈。 

 

早在一九二零年代盛行前衛運動之前很久，拉森就已經宣揚價廉物美，對外開

放的住家。那不但有利於我們過著共同的生活，更可於此環境中產生一種渴望

陽光、空氣、活動，並具有開擴性的家居生活。然而拉森就一點而言依舊是保

守主義者，因為他繼續把農家文化視為瑞典的民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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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瑞典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已經發現：拉森理想之

中不矯揉造作，以家庭為導向的居住環境，以及其明亮且裝潢簡約的空間，完

全符合了現代活的需求與條件，而非僅僅適用於農家而已。「宜家家居」(IKEA )

即以此為典範而征服了世界市場。 

 

本圖中出現了拉森的妻子卡路。她身為女設計師，對塑造這新式家居生活風格

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她正坐在他們的第一棟房屋 ── 「河灣小舍」（注４）

── 的飯廳之中。電燈燈罩之設計成仙人掌花的形狀，投射出柔和的閱讀照

明。這個展呈现她如何在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後，藉著閱讀來放鬆身心。玻璃窗

上另有一幅以青年風格繪出的卡琳側影圖與之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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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特 · 桑德 
 

 

奧古斯特 ·桑德(1892-1952) 作品 - 《多瑙河畔林兹市的小學女教師》約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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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十世紀二零年代末期與三零年代初期，出現了許多雄心勃勃的攝影計劃。

它們的出發點是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肖像照片，反映出各種職業和年齡層，甚

或民族特質，藉此來呈現「時代的面貌」。奧古斯特 · 桑德在之前許多年，即

已進行過相似的浩大工程，只不過攝影成果從未於其生前完整對外發表。他曾

按照社會地位和身分，將來自整個德語地區的不同人物造型加以分類。每一張

用於呈現社會階層類型的照片，都是從中距離拍攝的全身特寫，而且所拍下的

人均穿戴了符合職業身分的服飾。儘管依職業來劃分社會等級的做法在當時就

已經落伍，桑德的時人肖像攝影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並且非常成功。尤其當他

呈現自己眼中所見的籍籍無名人物時，作品的表现力更是無以復加。 

 

依據他設定的角色定位與身分定位，書本和文件主要與文藝界人士及教師一同

出現，而且他們就是閱讀些書本和文件的人。此處書籍再度成為象徵，點出了

那個階層的特定教育水準。 

 

奥古斯特 · 桑德還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在攝影作品裡面找不到任何無法解釋

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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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 · 哈瑪紹 
 

 

威廉 · 哈瑪紹 (1864-1916) 《内景與讀信的婦女，海灘路三十號》，1899。 

私人收藏 

 

威廉 · 哈瑪紹是一位來自哥本哈根的畫家。他與大學同窗彼得 · 伊斯泰德 (請

參閱第下一幅：彼得 · 伊斯泰德) 的妹妹結為連理之後，在一八九八年遷居至

一棟寬敞公寓的底層。那棟房子興建於十七世紀，地點是海灘路三十號。夫婦

二人於入住之前，將家中的門窗、牆面鑲板和裝飾線條完全漆成白色，原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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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牆壁及天花板則漆成灰色。這個沒有幾件家具的住宅，此後成為新房客的

實驗室與事件現場，用於繪製既令人訝異又充滿謎團的內景圖。 

 

《內景與讀信的婦女》即為最早在該處完成的作品之一。我們不難發現，它看

起來好像是維梅爾《讀信的藍衣少婦》在鏡中映出的反像 (請參見第五十二

頁：揚 · 維梅爾 )。但哈瑪紹的讀信少婦並未迎窗站立，而是面向通往隔壁房

間的敞開門楹。在維梅爾畫中，婦人側後方有一幅地圖成為「外面」的第二個

隱喻；此處的少婦卻側向站在另一扇門前面，而那扇門是關起來的。哈瑪紹日

後完成的其他作品告訴了我們，那扇門打開後，又出現相同的佈局：在一個空

間裡面有兩扇門，而且同樣是一開一闔。 

 

針對信函與讀信少婦之背景故事所做的隱喻，在哈瑪紹的圖像當中已經完全被

抹除。無論是物品或人物，以及人物的動作，都沒有填滿整個空間。時間也並

非因為知心的時刻而暫時停下腳步，反倒是一直處於靜止狀態。甚至連那封信

看起來也像是無中生有 ── 它在某種程度內也是一扇門，卻無法通往戶外。

這種在室內的逃避變成了注定失敗的逃遁，縱使是逃遁至想像中的閱讀悸動也

難以倖免。哈瑪紹的內景畫，向我們呈現一個「沒有風俗的風俗畫」之矛盾狀

況。因為已經沒有故事可講，讀信的少婦也就被凍結起來，成為了無生趣的畫

中點景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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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 伊斯泰德 

 

彼得 · 伊斯泰德(1861-1933) 作品 -《内景與閱讀中的少女》，1908 

私人收藏 

 

丹麥畫家彼得 · 伊斯泰德採取了與其妹夫 ── 威廉 · 哈瑪紹 ── 截然不同

的做法。後者內景圖的場景特徵讓人感覺精神恍惚，彷彿陷入了幻覺；伊斯泰

德卻重新回歸至溫暖舒適的世界。褐色系的暖色調、暗淡的光線、圓圓的造

型，在在都柔化了屋內稜角分明的線條。有一位少女正在專心閱讀，而這棟二

十世紀初期的住宅已經沒有了十九世紀的牆上裝飾。這幅畫展現了對小角落的

渴望。凡是退避到那裡的人，都渴望與自己的庇護所融為一體，縱使只是於短

暫的時刻之內如此也無妨。在一個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動員軍隊的時代 (注

5)，這種渴望確實是不難想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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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貝爾 · 馬爾凱 

 

阿貝爾 · 馬爾凱(1875-1947) 作品 - 《裸女立像》1910。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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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貝爾 · 馬爾凱是法國畫家和馬諦斯的朋友。其長處顯然並不在於具有豐富的

想像力：他主要是以海港景色、城市或海灘風光做為畫作素材。但儘管如此， 

它們還是因為簡約質樸的風格而呈現出獨特的詩意。馬爾凱不論身處何地都執

筆作畫。他習慣在出外旅行時租下一個俯瞰港口或市區的房間，然後繪出顯露

於眼前的景致 ── 固然逼真，但不至於像照片那麼寫實。 

 

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二年，他在自己巴黎工作室所繪製的繪體人像則屬於另外

一個範疇。畫中的苦澀美感以及至少是假裝出來的無所謂態度，產生了令人吃

驚的效果。他畫出的女性既不像皮葉爾 · 波納爾的裸體人像那般具有震撼力，

也沒有雷諾瓦於耀眼光芒之中的不食人間煙火。他的特長就在於嚴謹的風格與

含蓄的表現力。馬爾凱最喜歡的模特兒，是他的情人伊鳳 ── 她真實的姓名

是安妮斯汀 · 巴贊。他所呈現的伊鳳往往伸長了身子躺在長沙發上， 要不然

就像此畫中那般垂直站著，幾乎縱向佔滿了整個畫面。她修長的身體輪廓則以

粗黑線條勾勒出來。 

 

馬爾凱曾經表示：他身為藝術家，所追求的就是人生。不論一種姿勢或動作美

麗與否，那都不是他在意的對象。他所著重的是逼真性，例如他的模特兒在此

並未擺出合乎美學規範的姿勢。她只是 很專心地讀著一份雜誌，彷彿根本就沒

有注意到畫家及觀畫者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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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 · 布萊爾 

 
羅伯特·布萊爾(1866-1941) 《閱讀中的婦女》，1909 

羅爾夫 · 戴勒收藏館，斯圖加特 

 

這幅畫原本是寬尺寸的作品，後來右側經過大量裁切，於是將畫面集中在那兩

位無論服飾或髮型都很時髦的女性。她們雖然沒有彼此進行直接溝通，卻都做

著同樣的事情。她們的形體連接在一起，構成一條波狀起伏、從畫面左上通往

右下的對角線，這也凸顯了二人親密無間的關係。 

 

穿著藍衣的女子斜坐於沙發椅專心閱讀，她幾乎將身子完全轉了過去，並很愜

意地把雙腿架在扶手之上。她的朋友則舒舒服服坐在地面，面向觀畫者翻閱散

佈於地毯上的書籍和雜誌。圖畫之中最典型的兩種閱讀姿勢 ── 沉浸於書中

天地以致遠離外界，或將視線自讀物移開轉而舉目注視觀者 ── 分別出現在

這兩位女性身上，很協調地結合於同一個畫面之中。這幅作品呈現出和諧與平

衡，充滿了信任與安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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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杜瓦 · 維亞爾 
 

 

艾杜瓦  ·維亞爾(1868-1940) 《圖書室内》，1925 

私人收藏 

 

維亞爾早年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完成於十九世紀九零年代的內景圖，教人感覺

他是以油漆工人的姿態出現。與他同窗的畫家摩里斯 · 德尼便用一個著名的說

法，將此事描述得非常傳神：「他的圖像在成為一匹戰馬、一名裸女或其他任何

名堂之前，根本就是一個以某種佈局方式覆蓋著彩色區塊的平面。」後來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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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取消了將空間溶解、否定透視法的激進作風。從這幅完成於二零年代的作品

即可看出：稜角不再被磨除，屋內的物件重新被畫了出來。他原本習於將空

間、人像和物件融合至一個具裝飾性的「生命的外包裝」之中 (注 6)，這種做

法也在某種程度內遭到揚棄。 

 

無論如何，室內景象依舊不斷引起維亞爾的創作動機。但以往畫中窄小侷促的

空間，已經被較為寬敞透氣的場地所取代。如此一來，也就打破了一個既狹隘

又看不見出路的監獄。在這間照明均匀的圖書室裡面，人物造型生動活潑，看

似可以彼此產生互動關係。斜靠於門口的那位少女，藉著自己所站的位置開啟

了通往隔壁房間的空間。儘管如此，室內環境的私密性依然得以受到維護。但

維亞爾和許多與他同時代的畫家都讓我們曉得，縱使在室內的私密環境下，陰

森與恐懼仍有暗中窺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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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克斯 · 瓦洛東 

 

菲力克斯 ·瓦洛東(1865-1925) 作品《戴黃項鍊的女讀者》，1912 

私人收藏 

 

如果對維亞爾而言，室內就是居住與工作的場所，那麼對他出生於日內瓦的畫

家朋友、同樣來自「納比派」(注 7) 的菲力克斯 · 瓦洛東來說，室內就是人們

的熱情與痛苦的舞台。兩性之間毫不留情的爭鬥便上演於此，例如室內裝潢的

擺設即可將這種爭鬥反映無遺。 

 

但這一切在《戴黃項鍊的女讀者》之中均不見蹤影。那些會影響精神狀態的舞

台背景已被拆除。怡然閱讀一本描繪開關風景的書籍，更將苦惱煩悶一掃而

空。縱使這個畫面仍殘留著舞台場景的味道，安寧還是在一時之間慕然重返。

除此以外，由眼神、雙臂和書本所構成的和諧三角形，也蓋過了人際關係之中

的悲喜劇。瓦洛東向我們展現一個面露淘氣微笑的女性，而她看起來已經在心

中取得了平衡。 

 

 



118 
 

 

 

 

艾立希 · 海克爾 
 

 

 

艾立希 · 海克爾 (1883-1970) 作品 - 《閱讀中的女子》1911 

橋派博物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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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立希 · 海克爾為「橋派」(注 8) 這個表現主義藝術家團體之創始人。其最初

成員還有恩斯特 - 路德維希 · 凱爾希納、弗里兹 · 布萊爾和卡爾 · 施密特 – 

羅特盧夫 ── 他們三人與艾立希 · 海克爾相同，本來都是建築系的學生。後

來馬克斯 · 佩希斯坦、艾彌爾 · 諾爾德、奧圖 · 米勒等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

列。 

 

一九一零年的時候，海克爾繪出了一幅名為《畫室場景》 的作品。圖中有四名

裸體模特兒佔據了整個畫室，其中二人半躲在一扇屏風後面。畫室內一切用於

裝潢的擺設，從地毯一直到窗簾都是由「橋派」藝術家自行設計的。四個模特

兒無憂無慮、不裝腔作勢地活動於室內，光是在那邊比劃卻沒有擺出姿勢。她

們把目光對準了一個不知是啥玩意兒的物體，其中一人並將之持於手中把玩。 

該作品給人的印象為，它好像是以一幅匆匆拼凑的草圖加工而成。凱爾希納後

來寫道：「日常生活當中的一切動作，便如此被吸附到記憶裡面。畫室則變成了

被畫者的住居：他們向畫家學習，畫家也向被畫者學習。畫作就既直接又豐富

的方式攝取了生命。」 

 

上述說法也適用於海克爾的《閱讀中的女子》，她在畫中以半坐半臥的姿勢，舒

舒服服躺在沙發上，用一張毯子蓋住顯然光溜溜的身子。這個景象很可能也是

於畫室內佈置出來的 ── 背景當中的那幅圖畫即已點明此點。女讀者瞭起了

嘴唇，她的臉型多少令人聯想起來自非洲的雕像，而「橋派」表現主義畫家，

尤其是諾爾德，都非常喜歡非洲雕像。這幅以粉蠟筆加上覆蓋顏料快速完成的

小尺寸圖像，洋溢著無拘無束與渾樸自然的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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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 · 馬諦斯 
 

 

亨利 · 馬諦斯 (1869-1954) 作品《朗讀》(三位女性) 

無日期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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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諦斯剛好與繪畫大師帕布羅 · 畢卡索相反，沒有用自己的作品為所處的時代

做出見證。他以內景畫展現出來的藝術家天堂，充滿了對幸福的許諾，而且馬

諦斯終其一生對此深信不疑。其作品唯有在偶然情況下，才隱含了些許的社會

批評 ── 例如繪製 一九一六年的《三姐妹》，或者是此處標題為《朗讀》的

作品。那三個看起來覺得無聊、自命不凡、貌似才女的小姐，顯然系出名門。 

她們成長於寬裕的環境，此有利條件使之得以附庸風雅，從事自己其實並不怎

麼感興趣的生活消遣。然而這很快就會演成對裝模作樣人生方式之厭煩。 

 

馬諦斯在很短時間間隔內，畫出了其他主題相同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一套三聯

組畫，三次同時出現了三姐妹：她們姿勢不同、情緒互異，而且每個人的髮型

及服裝也有差別 ── 有些甚至洋溢著異國風味；其神態或拘謹凝重，或充滿

感性，或宛如聖像。在該系列的每一幅畫作當中都出現了同一個模特兒。她是

馬諦斯結識於一九一六年，一位名叫蘿瑞特的年輕義大利女子 (在此她是中間

的那一 位)。 

 

這種三位一體的婦女圖像，教人產生各式各樣的聯想，甚至是神話方面的聯

想：例如希臘神話當中「踢人歡樂與美麗的三女神」；要不然就是掌管文藝的女

神「繆思」 ── 她們起初是三個人，後來才變成了九姐妹；另一可能性則為

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命運三女神」，她們先紡織「生命之絲」，接著把絲交織

在一起，最後又把絲線剪斷，藉此來決定人類的命運。 

 

馬諦斯的畫作就是一種由此類聯想所構成的遊戲。不過又有誰曉得呢？說不定

那三位女性顯得無精打采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她們不喜歡那本書，手頭卻一

下子又找不到其他的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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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 · 瓦拉東 
 

 

蘇珊 · 瓦拉東 (1965-1938) 作品 《女裸像》1922 

市立現代博物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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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 - 克蕾蒙汀 · 瓦拉東對外使用的姓名是蘇珊 · 瓦拉束。她起初擔任模特

兒，出現於雷諾瓦、土魯斯 － 羅特列克等畫家的作品中，後來進而走向了繪

畫創作。這位自學成功的畫家，把女裸像從沙龍繪畫的虚假氛之中徹底解放出

來，以極其自然、深具表現力的裸露，取代了樣板化的姿勢擺弄大全。 

 

瓦拉東並未放棄以藝術手法呈現女性身體的作風，而是要破除傳統裸體繪畫的

雙重意義 ── 崇拜與屈辱。她的畫作赋予女體一種獨特的存在感與放射力，

其中既不遵循通用的美學規範，亦不含情色的意味。瓦拉東在一九三一年，也

就是當她六十六歲的時候，繪出了一幅裸露的胸部老年自畫像，那在當時更是

一項全新的創舉。 

 

我們這幅畫當中的女性把床單推開以後，很悠閒地坐在床上翻照一本冊子，床

柱掛著剛脫下來的衣服。如同霍伯九年之後以《旅館房間》是一所呈現的女子

(請參閱下一頁：愛德華 · 霍伯)，此處的女子也置身於旅館房間，或許正等待

情人登門造訪。但不同於霍伯筆下女魔人的居無定所，她給人的感覺是：至少

暫時在那邊找到了安身之處。床單上面映照出她的膚色，其腳下的紅地毯把裸

露的身體框了起來，對她產生保護和支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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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 · 霍伯 
 

 

 
愛德華·霍伯(1882-1967) 作品《旅館房間》，1931 

提森 - 波納米薩美術館，馬德里 

 

一九三一年時，美國畫家愛德華 · 霍伯繪製了一幅就其標準而言尺寸大得出

奇，幾乎為正方形的作品《旅舍房間》。畫中女子身穿內衣坐在旅舍的床上，她

脫掉了鞋子，褪下來的衣衫整整齊齊擺在床後綠色沙發的扶手上面，她的旅行

袋和行李箱仍未打開。黃色捲簾下方的深暗區塊幾乎完全為黑色，點出那是一

天當中的什麼時刻 ── 昏暗的夜晚。女子的面龐被陰影覆蓋，她所閱讀的已

經不是信函，而是可折疊的單張印刷品，看起來像是一份行駛時刻表。她顯得

猶豫不決、幾乎不知所措，並且缺乏安全感。凝滯的整體畫面籠罩著愁思，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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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火車站以及無名旅館的房間；來自於漫無終點的旅程；來自於所抵達的

目的地只不過是短暫的停留點，以便繼續邁上旅途。霍伯筆下閱讀行駛時刻表

的女性正深深陷入思緒，其情況類似十七世紀荷蘭畫家所繪出的讀信婦女。然

而此處的沉思缺乏可相對應的人物，在本質上是居無定所，正好表達了現代文

化所帶來的不適。 

 

霍伯畫出來的女讀者們並不危險，她們自己才是受到威脅的對象。這並非出於

不受羈絆的想像能力，而是源自一種現代流行病 ── 憂鬱症。他七年以後繪

製的另一幅作品呈現出一位相似的婦女；她坐在火車車廂內，而且也在閱讀，

所讀的是大張的可折疊印刷品，或許是某種型錄。如果我們相信這些畫作的

話，那麼閱讀本身以及女讀者的頭上，而今而後覆蓋著一種藥石罔效的憂鬱。

那彷彿像是，自從「閱讀狂」在「歡樂的混亂」之下推翻了此前秩序井然的閱

讀世界以來，到了最後就演變成霍伯畫中女讀者的心不在焉表情，以及她們意

興闌珊隨手翻閱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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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 · 亞歷山德洛維奇 · 

傑涅卡 
 

 

 
亞歷山大 · 亞歷山德洛維奇 · 傑涅卡(1899-1969) 作品《讀書的少婦》，1934 

國立俄羅斯博物館。聖彼得保 

 

 

打從一開始，傑涅卡的藝術就直接與「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社會變遷息息相

關。他不僅自視為正在成形中的共產社會之事件記錄者，同時亦以共產主義社

會的鋪路者自居。為了實現這個工作，他擺脫十九世紀的美學模式而另闢蹊

徑，並在未來主義、構成主義 (注 16) 和攝影的蒙太奇手法那邊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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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繪製的圖像、海報、裝飾壁畫和紀念性作品，皆著眼於產生直接的效果，

甚至用於進行宣傳。其中特別受到偏愛的主題，就是工業勞動者的熱情、革命

的歷史、對身體的鍛鍊及體育活動。 

 

除了紀念性與煽動性的作品之外，傑涅卡的繪畫也深具知心與詩意的一面。他

為此重拾十九世紀末葉的素材，並在出國旅行的時候，從當代「資產階級」藝

術潮流當中獲得靈感。他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繪製了一系列的婦女圖像，呈現

出各種類型的年輕女性。她們毫無疑問都用兩隻腳站在現實生活裡面，但嚴格

說起來並沒有在工作：她們或嬉戲於水中、或享受當母親的樂趣，或者進行閱 

讀 ── 就像我們這幅畫中全神貫注、心無旁騖的美麗女讀者。假若稱之為

「美麗新世界的女使者」，那麼未免顯得言過其實。不過她們仍然展現出來，女

性如何開始走向新的獨立自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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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雯 · 約翰 
 

 

 

葛雯 · 約翰 (1876-1939) 作品 - 《康復期的女病人》，1923/24  

費茲威廉博物館，劍橋大學 

 

 



129 
 

葛雯 · 約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國畫家之一。《康復期的女病人》這個標

題，甚至被她用於為自畫像命名。此畫作系列總共有十幅作品，陸續完成於一

九一零年代後期至一九二零年代中葉。它們以極為重覆的方式，一再將閱讀中

的康復期女病人做為素材 ── 那些女病人有些已經不再閱讀信函，而是手持

書本。在此採用的版本，應該是葛雯 · 約翰為一個名叫伊莎貝 · 布勞瑟的好朋

友 所繪製的。當時她正在醫院養病。 

 

我們看見一位樣子很虛弱的年輕女性，她顯得非常疲倦，同時卻又果斷堅決。

葛雯 · 約翰在此較不強調那位女子的外表，所著重的是她複雜的心理狀態。這

幅畫作的朦朧筆法，暗暗點出了無論是被畫者還是女畫家，均處於身心疲憊的

情况 ── 似乎她們都需要鼓足全力才有辦法擺脫失敗的陰影，重新返回安全

的境地。 

 

「神經衰弱症」是身心疲憊之後所出現的反應，其症狀包括了知覺器官極度敏

感、緊張而易受刺激、過分執著於自我世界。許多與葛雯 · 約翰同一時代的

人，即認為這種知覺狀態不但反映出現代生活，並反映於現代藝術之中。對我

們而言，其中有趣的地方就是： 馬賽爾 · 普鲁斯特那位作家認為，閱讀對此

種狀況產生舒緩作用、扮演著精神科醫師的角色。病患需要從外界獲得推動

力，而這種外來的干預必須在其內心完成自己的工作。在普魯斯特眼中，這正

好就是閱讀的定義，而且唯有讀才能夠如此被定義出來。於是閱讀可產生類似

靈丹妙藥的作用，讓我們於身心疲憊之際重獲理智與意志力。我們在它的庇蔭

之下即可得到康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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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爾勒 · 明特 

 

加布里爾勒 · 明特 (1877-1962) 作品 - 《閱讀中的女子》(1927) 

加布里爾勒 · 明特暨約翰尼斯 ·艾希納基金會。慕尼黑 

 

 

加布里爾勒 · 明特是德國女畫家和繪圖家。她的老師及長年生活伴侶康德斯

基，曾對其作品做出評語如下：「精確、謹慎、溫柔，但具有獨特風味的線

條。」 

 

明特結束與康丁斯基的共同生活許多年之後 ── 他們當初在慕爾瑙的房子至

今仍開放供人參觀 (注 9) ── 在一九二零年代畫出一些以女性坐在安樂椅上

為主題的鉛筆畫。她將其中一幅命名為《沉思》，畫中出現一位坐著陷入沉思的

女子，在臉上流露了絕望的神情。另一幅《椅上舉目張望的女子》則恰恰與之

相反，展現出極為高傲的姿態。 

 

至於我們在此採用的《閱讀中的女子》，畫中人物已不再顧著自己，而是忙於其

他的事物。她把腿張得很開，以上身向前傾斜的坐姿：散發著自信、活力與專

注力。這位女讀者就活在這裡、活在當下，與把她創造出來的女藝術家一樣，

對傳統的規範並不怎麼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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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肯 · 格蘭特 

 

鄧肯 · 格蘭特(1885-1978) 作品 -《壁爐，菲茨羅伊廣場》，1936 

鄧肯 · 格蘭特私人收藏 

 

本圖和下一幅畫作 (凡妮莎 · 貝爾) 引領我們進入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

圈 」(注 10) 中的世界。該團體最著名的成員是維吉尼亞 · 吳爾芙。另一位核

心成員就是鄧肯 · 格蘭特這位風流倜儻的畫家，他曾經與維吉尼亞的姐姐凡妮

莎 · 貝爾生下一個女兒。 

 

此處所呈現的人物即為其女安潔莉卡。她以「後側視」的角度，坐在畫家位於

倫敦布魯姆斯伯里市區的工作室內，在壁爐前方閱讀畫報。她讀得入神，已經

不再注意自己的姿勢。這位畫中的女讀者便弓著身子、渾然忘我地坐在溫暖的

爐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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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妮莎 · 貝爾 

 

凡尼莎·貝爾(1879-1961) 作品 -《艾瑪瑞麗絲與亨麗埃塔》 

凡尼莎 ·貝爾私人收藏 

 

凡妮莎 · 貝爾是女畫家、女設計師兼室內裝潢家。她結束與克萊夫 · 貝爾的

婚姻以及與羅傑 · 佛萊的戀情之後 (注 11)，從一九一四年開始跟鄧肯 · 格蘭

特同居。他們的女兒安潔莉卡不顧母親反對，在一九四二年嫁給了其父的舊情

人大衛 · 嘉奈特 (注 12)。安潔莉卡婚後共育有四女，凡妮莎 · 貝爾在此繪出

其中二人如何輕鬆自在地在沙發上看書。為了讓她們乖乖乖坐著當模特兒，祖

母畫家只得每小時付給她們六便士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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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雅丘 · 迪 · 聖彼得 

 

卡尼雅丘 · 迪 · 聖彼得 (1897-1946) 作品 -《維基夫人的畫像》，1930/36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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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雅丘(意為「愛叫的狗」) · 迪 · 聖彼得，是納塔利諾 · 班提佛格里歐 · 

斯卡帕的筆名。自從他在一九二○年代初期放棄「未來主義」以後，其畫作即

以「新即物主義」(注 13) 眼中的客觀性做為標的。來自奧圖  迪克斯，尤其是

克里斯提安‧夏德 (注 14) 的影響顯而易見，他本人也認識那兩位畫家。 

 

這幅畫像顯得冷漠含蓄，畫中人物是威尼斯市維基律師的妻子，她正蟄居於一

個中產家庭的客廳。茶几上面擺放著裝飾用的小玩偶，表示她還童心未泯。但

依據推測，這也暗喻律師太太與小狗之間的婚外情 ── 與名為「愛叫的狗」

的畫家。她衣服的紅顏色則重新出現於雞冠和雞脖子的兩片垂內。或許那隻公

雞指的就是她的丈夫，因為在義大利語裡面也有類似「打野雞」(注 15) 這樣的

說法。 

 

小玩偶的童趣也流露於婦人臉上，那是我們在以兒童為素材的畫作上面經常看

得見的驚訝表情。但是她的童稚神情之中夾雜著沉重的憂鬱。此作品也道出了

「劫後餘生」的痛苦經驗：自己就是一個早已消逝的時代之產物，而且那個時

代永遠不可能重返。在此情況下，連閱讀也已經失去了具有療效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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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歐多爾 · 米勒 
 

 

希歐多爾 · 米勒 (1872-1971) 作品《李 · 米勒與坦妮雅 · 蘭姆》 

李 · 米勒檔案館 

 

女攝影家李 · 米勒誕生於紐約州一個名叫帕基普希的小工業城。她在一九二九

年移居巴黎，於該地成為攝影家曼 · 雷的模特兒、學生與情人。不久以後，她

擁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開始拍攝超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接著她專精於時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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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象攝影。不過李 · 米勒之所以名聞國際，卻是因為她在二戰最後兩年拍攝的

相片，以及集中營獲得解放之際所攝得的景象。 

 

一九四四／四五年，她以隨軍女記者的身分，跟著美國陸軍部隊一同穿越科

隆、法蘭克福、海德堡，而後前往托爾高 (注 17)。一 九四五年四月的時候，

她抵達了布肯瓦爾德，然後途經萊比錫、 紐倫堡、達豪等地而來到慕尼黑。希

特勒自殺於柏林掩體內的當天 (注 18)，她就下榻在希特勒位於慕尼黑的私人住

宅 (與她同行的大衛 · 謝爾曼並拍下了她坐在希特勒浴缸內的照片)。米勒曾在

布肯瓦爾德及達豪二地，拍攝了堆積如山的遇害者屍體以及筋疲力竭的浩劫餘

生者 (注 19)。據悉她從此以後就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此處刊出的相片來自無憂無慮的時代，那時世界看起來依舊井然有序。她與最

要好的朋友 ── 來自帕基普希的坦妮雅 · 蘭姆共同待在巴黎工作室內。她們

正坐在床上，一面閱讀報紙一面共進早餐。背後牆上由考克多 (注 20) 設計的

掛毯，為愉悅的整體畫面帶來些許憂鬱氣息：人們希望享有歡樂時光，可是無

法萬事盡如人意。這張照片應該是由李 · 米勒的父親，希歐多爾 · 米勒所拍攝

的。他是一位狂熱的業餘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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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 · 阿諾德 
 

 
伊芙 · 阿諾德 (1913-) 作品 -《瑪麗蓮·夢露閱讀〈尤利西斯》》，1952 

伊芙 · 阿諾德 /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焦點攝影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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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底有沒有......？」這是每個人都按捺不住想提出來的問題。瑪麗蓮夢露這位

二十世紀的金髮性感象徵，是否果真讀過詹姆斯 · 喬伊斯所撰寫的《尤利西

斯》，或者她只不過假裝在閱讀？那本著作不但是二十世紀精英高級文化的象

徵，更被不少人視為最偉大的當代小說。而根據同一攝影系列的其他照片可以

確認出來，瑪麗蓮夢露在此閱讀的書籍毫無疑問就是《尤利西斯》。 

 

一位名叫理查 · 布朗的文學教授希望一探究竟。於是他在攝影系列發表三十年

之後，寫了一封信給當初拍下那些照片的女攝影師，因為她必定曉得實情到底

如何。伊芙 · 阿諾德很快就做出答覆，表示當自己與瑪麗蓮夢露初遇的時候，

就已經看見她在閱讀《尤利西斯》。瑪麗蓮夢露說：她很喜歡書中的筆調， 而

且會大聲朗讀以便把內容理解得更加清楚，不過那本書讀起來實在辛苦。二人

抵達事先約定的拍攝地點以後，阿諾德裝底片準備開始照相時，發現瑪她仍然

在閱讀《尤利西斯》，於是就這麼把她拍攝了下來。 

 

我們不必跟著布朗那位文學教授一起發揮想像力：假使瑪麗蓮夢露當初把《尤

利西斯》繼續閱讀下去，接著在一所大學註冊、參加對喬伊斯的研究，最後並

放棄了電影明星和模特兒的生涯。那麼今天她就能夠以退休大學教師的身分，

回顧自己多彩多姿的年輕時代。 

 

但我們還是不妨遵從布朗教授的建議，也採用瑪麗蓮夢露所示範的《尤利西

斯》閱讀法：並非按照章節順序從頭到尾讀下去，而是不時從書中挑出一段不

同的文字開始閱讀，並且每次只讀一點點。我們大可把這種顛三倒四的讀書方

式稱作「瑪麗蓮 · 夢露閱讀法」。總而言之，這就是布朗教授建議學生讀那本

書的方法。 

- 

 

 

 

 

 

 

 

 

 

 

 



139 
 

【注釋】  

6. 小小庇護所 

(1) 譯注： 

「麥金塔玫瑰」為蘇格蘭建築師及設計大師查爾斯 · 麥金塔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1868-1928) 開發出來的裝飾圖案，由對比強烈的幾何形

狀與柔和的花紋所共同組成。  

 

(2) 譯注： 

沃爾普斯韋德 (Worpswede) 位於不來梅市東南方，地處深具田園風情的

「魔鬼沼澤地」 (Teufelismoor)。一八八九年有幾位德國畫家前往該地建立

了藝術家「殖民地」。「沃爾普斯韋德藝術家村」今日已成德國著名的觀光

景點。 

 

(3) 譯注： 

福格勒於一九三一年前往莫斯科。一九四一年納粹德國進攻蘇聯以後，他

被強制遷徙至哈薩克斯坦，翌年卒於該地。  

 

(4) 譯注： 

卡爾 · 拉森出身自斯德哥爾摩的貧民窟，因此在家中創造出快樂環境以彌

補失落的童年。其岳父於一八八八年送給他一棟鄉間小屋及周圍的林地，

畫家夫婦二人隨即按照自己的藝術理念將之改建為溫馨生活天地。卡爾不

但是最著名的瑞典畫家，並與其妻卡琳共同成為現代瑞典家居風格之創始

者 ── 其要素為光線、色彩、舒適性與實用性。「河灣小舍」現稱「卡 

爾 · 拉森莊園」(Carl Larson-garden)，是瑞典著名的觀光景點，為全球裝潢

設計師帶來靈感。 

 

(5)譯注： 

這幅作品完成六年之後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6) 譯注： 

這是抽象派畫家自創的用語，而且實際的做法是「將空間溶解、否定透視

法」。  

 

(7) 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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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比派」為一八九○年代的法國藝術家團 | 體，強調色彩、構圖和創作

者的直覺。維亞爾、德尼、瓦洛東、波納爾等畫家均為其成員。「納比」

(Nabis)一詞源自希伯來語，意為「先知」。 

 

(8) 譯注： 

「橋派」為成立於一九○五年的德國藝術家團體，以自成一格的表現主義形

式著稱。「橋」即為他 們通往新天地的象徵：「走向新的彼岸，走向藝術與 

生活的和諧……藝術上的表現主義，就是自由、反權威的生活方式」。  

 

(9) 譯注： 

慕爾瑙為德國巴伐利亞南部阿爾卑斯山區的小鎮。明特於一九零九年在該地

購買了一棟房子 (「俄國別墅」)，與康丁斯基在此共度夏日及招待德俄兩 

國的前衛藝術家。慕爾瑙於是成為「藍騎士社」的重鎮。一九一四年一戰爆

發後，康丁斯基身為敵國公民 被迫返回俄國，並於一九一七年再婚而拒絕

與明特有所接觸。明特在情緒低落之下久久無法作畫，至一九二零年代才重

拾畫筆，一九三一年與藝術史家約翰尼斯 · 艾希納共同定居慕爾瑙以至於

終。  

 

(10)  譯注： 

「布魯姆斯伯里文藝圈」為英國自由主義學者團體，活躍於一九○五年至

二戰之間，對英國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很大影響。其重要成員包括維吉尼

亞 ·吳爾芙夫婦、凡妮莎 · 貝爾夫婦、畫家格蘭特、經濟學家凱因斯、小

說家福特……，以及本書下一幅畫作說明之中出現的佛萊、嘉奈特等人。  

 

(11) 譯注： 

克莱夫 · 貝爾(1881-1964)畢業於劍橋大學，為英國藝評家。他在「布魯姆

斯伯里」結識凡妮莎與之結為夫妻。二人於一戰爆發時分居，但從未正式

離婚；安潔莉卡 (原名 Angelica Bell，1918-) 則遲至一九三七年才曉得自己

是格蘭特之女而非貝爾的女兒。羅傑 · 佛萊(1866-1934) 為英國畫家及藝術

評論家， 並為「布魯姆斯伯里」的成員之一。他是英國後印象主義運動的

健將，會任劍橋大學美術教授。  

 

(12)  譯注： 

大衛·嘉奈特(1892-1981)為英國作家及書商，也是「布魯姆斯伯里」的成員

之一。嘉奈特與其日後的岳父鄧肯·格蘭特同為雙性戀者。  

 

(13) 譯注： 

「新即物主義」或譯為「新客觀主義」，乃源自德國、主要盛行於一九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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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藝術流派，主張以精確、客觀之方式來掌握對象的具體性，截然不

同於表現主義。「新即物主義」並深深影響了共產國家的「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風格。  

 

(14) 譯注： 

奧圖 · 迪克斯 (1891-1969) 為畫家及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德國藝術家之一，

其作品具有多種不同的風格。迪克斯除了同時是「新即物主義」及「表現

主義」的大師外，並會以「立體主義」、「未來主義」和「達達主義」進行

創作。 克里斯提安‧夏德(1894-1982) 亦為德國畫家，一九一五年逃避兵役

前往瑞士，並加入「達達主義」。一九二零年代他在維也納成為「新即物主

義」的健將，一九二八年返回德國定居。  

 

(15)  譯注： 

德文原文在此使用的字眼為「Hahnreil (意為「戴綠帽子的夫」)，其字根就

是「公雞」(Hahn)。 

 

(16) 譯注： 

「構成主義」為俄羅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後出現的抽象藝術形

式，使用機器時代的材料來進行創作。蘇聯於一九二二年底正式成立前不

久，「構成主義」即已遭到壓制，在史達林時代更全面為「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所取代。許多「構成主義者」紛紛流亡海外，反而為西方的抽象藝術

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17) 譯注： 

美軍與蘇軍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易北河畔的托爾高會師。  

 

(18)  譯注： 

希特勒自殺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19)  譯注： 

布肯瓦爾德位於威瑪附近，達豪則位於慕尼黑附近，二者皆為著名的納粹

集中營所在地。  

 

(20) 譯注： 

尚 · 考克多(1869-1963)為法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及電影製作家，為超

現實主義運動的要角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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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譯名對照表 
 

《三姐妹》 Drei Schwestern  

《土耳其玉色的威尼斯 Venedig in Turkis  

《女先知亞拿》(《女先知亞納》) Prophetin Hannah  

《女性讀書大不同》 Frauen lesen anders  

《女裸像》 Weiblicher Akt  

《女讀者》 Die Leserin  

《不讀書的愛書人》 Der unbelesene Bicherfreund  

《内景與閱讀中的少女》 Interieur mit lesendem Madchen  

《内景與讀信的婦女，海灘路二十號》Interieur mit brieflesender Frau， 

Strandgade 30  

《尤利西斯》(喬伊斯的長篇意識流小說) Ulysses  

《手不釋卷的育嬰保姆》 Das leselustige Kindermidchen  

《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市場分析》 Marktanalyse  

《 閱讀中的女子示愛》 Der Liebesantrag an die Lesende  

《多瑙河畔林兹市的小學女教師》 Volksschullehrerin， Linz/Donau  

《安娜·阿瑪莉亞公爵夫人》 Herzogin Anna Amalia  

《灰色與黑色佈局第一號：畫家母親的肖像》 Arrangement in Grau und Schwarz 

Nr. 1： Bildnis der Mutter des Künstlers  

《自己的房間》 Ein Zimmer fir sich allein  

《艾瑪瑞麗絲與麗埃塔》 Amaryllis und Henrietta  

《我們的角落》 Unsere Ecke  

《李·米勒與坦妮雅·蘭姆》 Lee Miller und Tanja Ramm  

《沉思》 Versunken  

《私人生活的樂趣 Les armusements de la vie privée (Die Freuden dePrivatlebens)  

《貝蒂娜 ·馮· 阿爾尼姆》 Bettina von Armim  

《抱著哈巴狗讀書的少女》 Lesendes Madchen mit Mops .  

《林布蘭的母親》 Rembrandts Mutter  

《波納的安養院》 Hospice de Beaune  

《波爾提耶利祭壇》 Portinari Altar  

《法蘭克福編年史》 Frankfurter Chronik  

《玫瑰園》(畫家之妻在斯卡恩的花園) Rosengarten(Die Frau des Malers im Garten 

in Sk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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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勒城婦人》(吉努太太) L'Arlesienne (Madame Ginoux)  

《阿黛拉伊德夫人》 Madame Adelaide  

《信函》 Der Brief  

《保羅與法蘭契斯卡》 Paolo und Francesca  

《查理十二世傳》 Karl der Zwolfte  

《派爾和羽毛筆》(會發行於巴塞隆那的藝評雜誌) Pel & Ploma  

《家居生活之喜悅》(即《私人生活的樂趣》) Die Freuden des häuslichen Lebens  

《席桑妮一嘉貝麗·科萊特》(二十世紀法國女作家) 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庫邁的西比爾》 Cumaische Sibylle  

《旁觀者雜誌》 Spectator  

《旅行的故事》 Histoire de Voyage  

《旅舍房間》 Hotel Room  

《朗讀》(三位女性) Vorlesen (Drei Frauen)  

《神曲》 Gottliche Komodie  

《紙屋》 Das Papierhaus  

《馬樂吉騎士獲得名「貝亞爾」，並大量從事神奇冒險經歷的美 妙故事》 

Schöne Historie von dem Ritter Malegis，der das berühmte Ross Baiart 

gewann，und viel wunderbare und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n betrieb  

《寂靜》Stille  

《將性衝動導引至無害方向之道》Uber die Mittel dem Geschlechtstrieb eine 

unschädliche Richtung zu geben  

《康復期的女病人》 The Convalescent  

《晚安故事》 Gute-Nacht-Geschichte  

《第四十一個男人》(早期蘇維埃文學代表作)Der Einundvierzigste  

《莎昆達羅》(古印度的劇作) Sacontala(Sakuntala)  

《蛋白石色的布列塔尼》 Bretagne in Opall  

《凱蒂·路易斯的畫像》 Portrait von Katie Lewis  

《博覽群籍的女性》 Gelehrte Frauen  

《椅上舉目張望的女子》 Aufblickende im Sessel  

《無休止的縱慾》 Die ewige Orgie  

《畫室場景》 Atelierszene  

《窗前閱讀的女子》 Lesende am Fester  

《華氏四五一度》 Fahrenheit 451  

《黃玉色的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in Topas  

《奧林匹亞》 Olympia  

《奧蘭朵》 Orlando  

《愛麗斯 · 利德爾》Alice Lid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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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 im Wunderland (Alice in Wonderland)  

《聖母領報圖》 Verkindigung an Maria  

《路加福音 Lukas-Evangelium  

《圖書室内》 In der Bibliothek  

《夢幻》 Triume  

《瑪爾塔·福格勒》 Martha Vogeler  

《瑪麗蓮·夢露閱讀〈尤里西斯》》 Marilyn liest »Ulysses  

《維基夫人的畫像》 Bildnis der Signora Vighi 

《舞會後》 Apres le bal  

《裸女立像》Stehender weiblicher Akt  

《齊格瓦爾特》 Siegwart  

《論德意志文學之瘟疫》Uber die Pes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 

躺在吊床上的午後》 Nachmittags in der Hangematte  

《躺著讀書》 Die niedergelegte Lektire  

《閱讀》 Die Lektire(La lecture)  

《閱讀中的女子》 Die Lesende  

《閱讀中的少女》 Lesendes Madchen (The Reading Gil)  

《閱讀中的卡琳》 Karin lesend  

《閱讀中的老婦人》 Alte lesende Frau  

《閱讀中的婦人》 Lesende Frau  

《閱讀中的瑪利亞瑪達肋納》Die lesende Maria Magdalena  

《閱讀的歷史》 Geschichte des Lesens  

《壁爐，菲茨羅伊廣場》 Der Ofen，Fitzroy Sauare  

《燈下閱讀》 Reading by Lamplight  

《憨第德》(伏爾泰的小說) Candide  

《戴黃項鍊的女讀者》 Leserin mit gelber Kette  

《謝謝不讀書的人》 Lesen verboten (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  

《藍與金色夜景：瓦爾帕索》 Nocturne. Blau und Gold：Valparaiso  

《龐巴度夫人》Madame Pompadour  

《藝術家的妹妹》 Die Schwestern des Kinstlers  

《關於閱讀》 On Reading  

《懺悔錄》(聖奧古斯丁的著作) Bekenntnisse  

《魔術的語法》 The Magic Grammar(Die magische Grammatik)  

《讀信的藍衣少婦》 Briefleserin in Blau  

《讀書的少婦》 Junge Frau mit Buch  

《贖罪中的聖瑪達肋納》Die bibende heilige Magda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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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 Oktoberrevolution  

土耳其畫家(即：利奥塔爾) Peintre ture  

土魯斯一羅特列克(十九世紀法國畫家) Toulouse-Lautrec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中國風 Chinoiserie  

中距離特寫 Halbtotale  

厄普戴克(現代美國作家) Updike 

巴伯，查爾斯 · 波頓 (十九世紀英國畫家)  Charles Burton Barber  

巴洛奈契里，瑪利亞(《波爾提那利祭壇》畫中人物) MariaBaronecelli  

巴索娃，瑪利亞(《第四十一個男人》的女主角) MarjaBassowa  

巴塞隆納(卡塔隆尼亞的首府) Barcelona  

巴爾扎克(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 Balzac  

巴爾肯霍夫莊園 Barkenhoff  

巴贊，安妮斯汀(即「伊鳳」) Ernestine Bazin  

日課書 (中世紀晚期的個人祈禱書) Stundenbuch  

比提(《華氏四五一度》書中的消防隊長) Beatty  

火車站咖啡館 (梵谷經常出入的小咖啡店) Café de la Gare  

王爾德(十九世紀愛爾蘭作家) Oscar Wilder  

加布里爾勒·明特暨約翰尼斯·艾希納基金會(慕尼黑)Gabriele Münter und Johannes 

Eichner Stiftung，München  

包法利，艾瑪 (即「包法利夫人」) Emma Bovary  

北歐博物館(斯德哥爾摩) Nordiska Museet，Stockholm  

卡梅隆，茱莉亞·瑪格麗特(十九世紀英國女攝影家) Julia Margaret Cameron  

卡塔隆尼亞(西班牙東北部地區) Katalonien (Catalonia)  

卡爾斯魯(德國西南部的城市) Karlsruhe  

卡薩斯一伊一卡波，拉蒙(十九、二十世紀西班牙畫家)Ramón Casas y Carbo  

卡薩諾瓦(十八世紀義大利冒險家) Casanova  

卡羅，路易斯(《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作者) Lewis Carroll  

史翠魯葳，瑪琳 (二十世紀奧地利女作家及劇作家) MarleneStreeruwitz  

台夫特的維梅爾(揚·維梅爾) Vermeer van Delft  

左思收藏館(瑞典) Zornsamlingarna  

市立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 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Paris  

布呂因，君特·德(現代德國作家) Gunter de Bruy  

布朗，理查(一位愛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文學教授) RichardBrown  

布肯瓦爾德( 納粹集中營所在地) Buchenwald  

布萊貝利，雷(二十世紀美國科幻作家) Ray Bradbury  

布萊爾，弗里兹(「橋派」畫家) Fritz Ble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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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爾，羅伯特(十九、二十世紀德國畫家) Robert Breyer  

布榭，法蘭斯瓦(十八世紀法國宮廷畫家) François Boucher 

布魯日(位於今日比利時的城市) Brugge(Bruges)  

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 Bloomsbury Gruppe  

弗里施，馬克斯(二十世紀瑞士文學大師) Max Frisch  

弗拉戈納爾，尚一昂諾瑞(十八世紀法國畫家) Jean-Honoré Fragonard  

弗朗凱蒂畫廊(位於威尼斯「黃金屋」) Galleria Franchetti  

未來主義 Futurismus 

瓦拉東，瑪莉一克蕾蒙汀(蘇珊·瓦拉東的本名) Marie Clémentine Valadon  

瓦拉東，蘇珊(十九、二十世紀法國女畫家) Suzanne Valadon  

瓦洛東，菲力克斯(十九、二十世紀瑞士畫家) Félix Vallotton  

瓦爾帕索(智利海港) Valparaiso  

生命之絲 Lebensfaden  

生命的外包裝 Lebenshille  

伊斯泰德，彼得(十九、二十世紀丹麥畫家) Peter Insted  

伊鳳(阿貝爾·馬爾凱的情人與模特兒) Yvonne  

伏爾泰(十八世紀法國作家) Voltaire  

先拉斐爾畫派(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畫派) Praraffaeliten (The Pre-Raphaelites)  

吉努，約瑟夫(「火車站咖啡館」的老板) Joseph Ginoux  

多明尼桂兹，卡洛斯 · 瑪利亞(現代阿根廷作家) Carlos Maria Domínguez  

多情善感 Empfindsam  

安布羅修斯主教(西元四世紀的米蘭主教) Bischof Ambrosius  

安娜·阿瑪莉亞(使威瑪成為文化名城的女公爵) Anna Amalia  

安森貝格，漢斯·馬格努斯(現代德國作家)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安潔莉卡

(凡妮莎·貝爾之女，現代英國女作家) Angelica(Angelica Garnett)  

托爾高(美軍與蘇軍一九四五在德國會師的地點) Torgau  

米勒，希歐多爾(李·米勒之父) Theodore Miller  

米勒，李(二十世紀美國女攝影家) Lee Miller  

米勒，奧圖(「橋派」畫家) Otto Mueller  

考克多(二十世紀法國劇作家及電影製片家) Cocteau  

艾伯特，安東(十九世紀奧地利畫家) Anton Ebert  

艾伯爾，法朗兹 (十九世紀奧地利畫家) Franz Eybl  

西比爾 (古希臘羅馬的女預言家) Sibylle  

西斯汀教堂(梵蒂岡) Sixtinische Kapelle  

亨尼希，古斯塔夫·阿道夫(十九世紀德國畫家) Gustay Adolph Hennig  

亨姆斯特惠斯(十八世紀荷蘭哲學家及作家) Hemsterhuis  

佛萊，羅傑(英國美術家，凡妮莎·貝爾的情人) Roger 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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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斯(翡冷翠) Florenz(Firenze)  

但丁(十二、十三世紀的義大利詩人) Dante  

伯恩一瓊斯，愛德華(十九世紀英國畫家) Edward Burne Jones  

克呂格，露絲 (現代奧裔美籍文學教授) Ruth Kiliger 

克洛耶，彼得·塞維林(十九世紀挪威畫家) Peter SeverinKroyer  

利芬斯，揚(十七世紀荷蘭繪畫大師) Jan Lievens  

利奧塔爾，尚-艾田(十八世紀瑞士畫家) Jean-Étienne Liotard  

利歐 · 柯皮畫廊 (柏林)  Galerie Leo.Coppi，Berlin  

吳爾芙，維吉尼亞 (二十世紀英國女小說家) Virginia Woolf  

君德羅德，卡蘿莉娜·馮(十八、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女詩人 Karoline von Gü

nderode  

坎帕尼亞 (義大利那不勒斯一帶的地區) Kampanien(Campania)  

李 · 米勒檔案館 Lee Miller Archives  

沙克畫廊 (慕尼黑) Schack-Galerie，München  

沙特 (二十世紀法國作家)  Jean-Paul Sartre  

沃爾普斯韋德藝術家村(位於德國西北部) Künstlerkolonie Worpswede  

沃爾普斯韋德藝術運動 Worpsweder Kunstbewegung  

狄金森 · 艾蜜莉 (十九世紀美國女詩人) Emily Dickinson  

狄德羅 (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及百科全書編纂者) Diderot  

貝恩 · 戈特弗里德 (二十世紀德國詩人) Gotfried Benn  

貝爾 · 凡妮莎(女畫家，維吉尼亞 · 吳爾芙之姐) Vanessa Bell  

貝爾 · 克萊夫 (英國藝評家，凡妮莎 · 貝爾之夫) Clive Bell  

貝爾克，約翰·亞當 (十八世紀的康德派學者) Johann Adam Bergk  

里米尼(義大利東北部的城市) Rimini 

亞奎丹的埃莉諾(十二世紀的法國與英國王后) Eleonore von Aquitanien (Eleanor of 

Aquitaine)  

亞拿 (舊約聖經中的女先知) Hannah  

亞瑪一泰德瑪，勞倫斯(十九、二十世紀荷蘭畫家) LawrenceAlma-Tadema  

佩希斯坦，馬克斯(「橋派」畫家) Max Pechstein  

命運三女神 Parzen(Fates)  

孟泰格(《華氏四五一度》書中的消防員) Montag  

孟德斯鳩(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 Montesquieu  

宜家家居 (著名的瑞典家居用具供應商) IKEA  

帕克 · 桃樂絲(二十世紀美國女作家) Dorothy Parker  

帕基普希(美國紐約州的工業城) Poughkeepsie  

帕爾默，華爾特 · 朗特(十九、二十世紀美國畫家) Walter 

Launt Palmer 拉夫列涅夫，波里斯(俄國內戰時期的紅軍軍官) Boris A. Lavre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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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辛(十七世紀的法國戲劇詩人) Racine  

拉烏，尚(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畫家) Jean Raoux 

拉森 · 卡爾 (十九、二十世紀瑞典畫家) Carl Larsson  

明特 · 加布里爾勒(二十世紀德國女畫家) Gabriele Minter  

林布蘭(林布蘭·哈爾曼松·凡·萊茵) 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河灣舍(卡爾·拉森的家) Lilla Hyttnas  

波利尼亞克親王夫人 Prinzessin von Polignac  

波納爾，皮葉爾(十九、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Pierre Bonnard  

波爾提那利，托瑪索(《波爾提那利祭壇》之委託人)Tommaso Portinari  

法利賽人 Pharistier  

法蘭契斯卡(法蘭契斯卡·達·里米尼) Francesca(Francesca da Rimini)  

直接刻線法 Kaltnadelradierung  

金恩，傑西·瑪麗安(十九、二十世紀蘇格蘭插圖畫家) Jessie Marion King  

阿蘭尼姆，貝蒂娜·馮(十八世紀德國女文豪) Bettina von Arnim  

阿爾勒 (法國南部的濱海小城)  Arles .  

阿諾德，伊芙(當代美國女攝影家) Eve Arnold  

青年風格(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新藝術」) Jugendstil(Art Nouveau)  

保羅(保羅·馬拉泰斯塔) Paolo (Paolo Malatesta)  

哈瑪紹，威廉(十九、二十世紀丹麥畫家) Vilhelm Hammershoi  

威瑪(德國東南部的文化城市) Weimar  

威瑪古典文藝收藏暨博物館基金會 Stiftung Weimarer Klassik und 

Kunstsammlungen/Museen  

後側影 Profil perdu  

施瓦岑巴赫，安妮瑪莉(二十世紀瑞士女作家) Annemarie Schwarzenbach  

施密特一羅特盧夫，卡爾(「橋派」畫家) Karl Schnidt Rottluff  

柯雷吉歐(十六世紀義大利畫家) Correggio  

洛可可(十八世紀的歐洲藝術風格) Rokoko  

洛桑(瑞士法語區的城市) Lausanne  

科林－李恩霍夫，里昂(畫家馬内的兒子) Léon Koelin Leenhoff  

科林特 · 洛維斯(十九、二十世紀德國畫家) Lovis Corinth  

科特斯 · 安道爾 (即安德瑞 · 科特斯) Andor Kertész  

科特斯 · 安德瑞(匈牙利裔二十世紀攝影大師) André Kertész  

科萊特 (十九、二十世紀法國女作家) Colette  

科爾寇斯，維托里歐·瑪竇(十九、二十世紀義大利畫家)Vittorio Matteo Corcos  

約翰，葛雯(十九、二十世紀威爾斯女畫家) Gwen John  

美好時代 (一八八零年代至一戰之前的法國) Belle Époque  

胡斯，胡戈·凡·德(十五世紀尼德蘭繪畫大師) Hugo vander 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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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斯，奧圖 (二十世紀德國畫家) Otto Dix  

迪諾瓦耶·德·謝貢克，安德瑞(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André Dunoyer de Segonzac  

郁特里洛，米蓋爾(二十世紀巴塞隆那藝評家) Miguel Ultrillo  

風俗畫家 Genremaler  

倫敦藝術學會 The Fine Art Society，London  

埃内爾，尚一雅克(十九世紀亞爾薩斯畫家) Jean-Jacques Henner  

埃布納一埃申巴赫，瑪莉·馬(十九世紀奧地利女作家)Marie von Ebner Eschenbach 

埃林加，彼得 · 揚森斯(十七世紀荷蘭畫家) Pieter Janssens Elinga  

夏丹，尚·巴普提斯特·西梅翁(十八世紀法國畫家) Jean Baptiste Siméon Chardin 

夏德，克里斯提安(二十世紀德國畫家) Christian Schad 

娜捷施達(曼傑利施塔姆之妻，蘇聯猶太女作家) Nadeshda  

宮廷女史 Hofdame  

庫邁 (位於義大利南部坎帕尼亞的古城) Cumae 恩斯特 · 奥古斯特 · 康斯坦丁

公爵(威瑪公爵) Herzog ErnstAugust Constantin  

時代的面貌 Antitz der Zeit  

根特(位於今日比利時的城市) Gent(Ghent)  

桑德 · 奧古斯特 (二十世紀德國攝影大師) August Sander  

格拉塞(著名的法國出版社) Grasset 格林，路德維希·埃米爾(十九世紀德國畫家) 

Ludwig EmilGrimm  

格蘭特，鄧肯(二十世紀英國畫家) Duncan Grant  

泰德畫廊(倫敦) Tate Gallery，London  

海因修斯 · 約翰 · 恩斯特(十八世紀德國畫家) Johann Ernst Heinsius  

海因茲曼，約翰·格奧爾格 (十八世紀瑞士書商) Johann Georg Heinzmann  

海克爾 · 艾立希 (二十世紀德國畫家) Erich Heckel  

海明威(二十世紀美國作家) Hemingway  

海登萊希 · 艾柯(現代德國女作家) Elke Heidenreich  

烏格列徐奇，杜布拉芙卡(現代克羅埃西亞女作家) Dubravka 

烏菲茲美術館(佛羅倫斯) Uffizien，Florenz  

特拉普會的修道院 Trappistenkloster  

班松 · 安布羅修斯(十六世紀尼德蘭畫家) Ambrosius Benson  

神經衰弱症 Neurasthenie (Neurasthenia)  

粉彩畫 Pastellmalerei  

茱莉亞 · 瑪格麗特·卡梅隆信託處 Jullia Margaret Cameron Trust  

虔信主義 Pietismus  

馬内 · 艾杜瓦 (十九世紀法國畫家) Edouard Manet  

馬里特畫廊(倫敦) Mallett Gallery，London  

馬拉泰斯塔(十三至十六世紀統治里米尼的家族) Malat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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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Magnum  

馬提尼，西蒙(十四世紀義大利畫家) Simone Martini  

馬爾凱，阿貝爾(十九、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Albert Marquet  

馬樂吉騎士(中古傳說中一個神話王國的擁有者) Ritter Malegis  

馬諦斯 · 亨利 (十九、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Henri Matisse  

高不可攀的孤寂 Solitude en hauteur  

高傲者塔奎尼烏斯 (羅馬末代國王) Tarquinius Superbus  

曼古埃爾，阿爾維托(出生於阿根廷的現代作家) Alberto Manguel  

曼傑利施塔姆，歐西普(蘇聯早期的猶太作家) Ossip Mandelstam  

國立俄羅斯博物館(聖彼得堡) Staatliches russisches Museum，St. Petersburg  

國立現代藝術畫廊(羅馬) 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Moderna，Rom  

國立博物館(阿姆斯特丹) Rijksmuseum，Amsterdam  

國立藝術館(卡爾斯魯) Staatliche Kunsthalle，Karlsruhe  

國家畫廊(華盛頓) National Gallery of Art，Washington  

康丁斯基(十九、二十世紀俄國畫家) Kandinsky 

康德學派學者 Kantianer  

啟蒙運動 Aufklirung  

梵谷，文生 Vincent van Gogh  

梅迪奇 (文藝復興時代統治佛羅倫斯的銀行家族) Medici  

梅迪奇別墅(位於羅馬) Villa Medici  

梅茨克斯 · 哈拉爾德(現代德國畫家) Harald Metzkes  

略薩 · 馬里奧·巴爾加斯(現代秘魯作家) Mario Vargas Llosa  

畢卡索 · 帕布羅(二十世紀西班牙繪畫大師) Pablo Picasso  

畢德邁爾(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德國藝術風格) Biedermeier  

異端宗教審判 Inquisition  

造型藝術博物館(萊比錫) 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Leipzig  

麥金塔玫瑰 Mackintosh-Rose 義相(傳說中的古愛爾蘭武士詩人) Ossian  

傑涅卡 ·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洛維奇(二十世紀蘇聯畫家) Alexander 

Alexandrowitsch Deineka  

凱斯特納 · 埃里希 (二十世紀德國作家) Erich Kistner  

凱爾希納，恩斯特一路德維希(「橋派」畫家) Ernst-Ludwig Kirchner  

博杜安 · 皮葉爾一安東莞(十八世紀法國畫家) Pierre-Antoine Baudouin  

博赫 · 希爾拉德·泰爾(十七世紀荷蘭畫家) Gerard ter Borch  

喬伊斯，詹姆斯(二十世紀愛爾蘭作家) James Joyce  

惠斯勒，詹姆斯·艾博特·麥克尼爾(定居英國的十九世紀美國畫家) James Abbott 

McNeil Whistler  

提森一波納米薩美術館(馬德里) Sammlung Thyssen Bornemisza，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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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奥 (梵谷的弟弟) Theo  

斯卡帕，納塔利諾·班提佛格里歐(即卡尼雅·迪·聖彼得) Natalino Bentivoglio Scarpa 

斯卡恩 (丹麥日德蘭半島最北端的城市) Skagen  

普拉絲 · 希薇亞(二十世紀美國女詩人) Sylvia Plath  

普魯斯特 · 馬賽爾 (二十世紀法國小說家) Marcel Proust  

湯瑪斯，迪倫(二十世紀威爾斯詩人) Dylan Thomas  

焦點攝影通訊社 Agentur Focus  

萊比錫(德國東南部的城市) Leipzig .  

萊辛 (十八世紀德國文學大師) Lessing  

菲格爾，腓特烈·海因利希(十八、十九世紀德國畫家) Friedrich Heinrich Füger  

菲茨羅伊廣場(位於倫敦) Fitzroy Square  

費茲威廉博物館(劍橋大學) Fitzwilliam Museum，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費提 · 多梅尼尼克(十七世紀義大利畫家) Domenico Fetti  

費爾巴哈 · 安森(十九世紀德國畫家) Anselm Feuerbach  

黃金屋 (位於威尼斯) Cald'Oro  

傷害社會之行為 Sozialschadliches Verhalten  

奥地利美景宮博物館(維也納) Osterreichische Galerie im Belvedere，Wien  

奧塞博物館(巴黎) Musée d'Orsay，Paris 奧維德 (古羅馬詩人) Ovid  

奧赫特維爾特 · 雅各伯(十七世紀荷蘭畫家) Jacob Ochtervelt  

奧德修斯(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人物) Odysseus  

感官享樂的宅邸(龐巴度夫人的冒房) Residenz der Wollust 

新即物主義(新客觀主義) Neue Sachlichkeit (NewObjectivity)  

楚浮 · 法蘭斯瓦(二十世紀法國導演) Francois Truffaut  

聖彼得 · 卡尼雅 · 迪 (二十世紀義大利畫家) Cagnaccio di San Pietro  

聖喬治 (來自西元四世紀的傳說人物)，Heiliger Georg  

聖奧古斯丁(西元四、五世紀的神學大師) Heiliger Augustinus  

聖瑪格莉特(三、四世紀之交的女殉教者) Heilige Margareta  

蒂索 · 雅姆·雅克(十九世紀法國畫家) James Jacques Tissot  

路易十五(十八世紀在位六十年的法國國王) Ludwig XV. (Louis XV)  

路易斯，喬治(十九世紀英國明星律師) George Lewis  

路德維希一世(巴伐利亞國王) Ludwig I.  

道奇森，查爾斯·路德維希(路易斯·卡羅之本名)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達豪(納粹集中營所在地) Dachau  

雷 · 曼(二十世紀美國攝影家) Man Ray  

雷納特 · 葛特魯德(《女讀者》一書的女作者) Gertrud Lehnert  

雷諾瓦 (十九、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Renoir  

嘉奈特 · 大衛(英國作家，凡妮莎 · 貝爾的女婿) David  Garnett 

榮格蘭，恩斯特(二十世紀德國作家) Ernst J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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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主義 (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抽象藝術形式)  Konstruktivismus 

漢森 · 卡爾 · 克里斯提安 · 康斯坦丁(十九世紀丹麥畫家) Carl Christian 

Constantin Hansen  

瑪克勤務 · 卡酸森(二十世紀美國女作家) Carson McCullers  

瑪利亞瑪達肋納 (抹大拉的馬利亞) Maria Magdalena  

瑪格莉塔(《波蘭提祭壇》畫中人物) Margherita  

福克納(二十世紀美國作家) Faulkner  

福格勒 · 海因利希(十九、二十世紀德國畫家) Heinrich Vogeler 

福樓拜(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 Flauhart  

維亞爾 · 艾杜瓦 (十九、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Edolard Viailard  

維梅爾 · 揚(十七世紀荷蘭畫家) Jan Vermeet  

維蘭德(十八、十九世紀德國名作家) Mieland  

蒙瑟拉特修道院博物館(卡塔隆尼亞) Museo de la Abadia，Montserrat， 

Katalonien 

德尼 · 摩里斯(十九、二十世紀法國壹家) Maurice Denis  

慕尼黑古畫廊 Alte Pinakothek，Munchen 

慕尼黑新畫廊 Neue Pinakothek，Munchen  

慕爾瑙 (為「藍騎士」重鎮的巴伐利亞南部小城) Murmal 

賜人歡樂與美麗的三女神 Grazien(Charites)  

魯塞爾 · 特奧多爾(入英國籍的十九、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Théodore Roussel 

學院畫廊(威尼斯) Galleria dell'Accademia  

橋派(二十世紀初期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團體) Die Bricke  

橋派博物館(柏林) Bricke Museum，Berlin  

盧梭(十八世紀瑞士裔法國哲學家) Rousseau  

諾特博姆 · 賽斯(現代荷蘭作家) Cees Nooteboom  

諾爾德 · 艾彌爾(「橋派」畫家) Emil Nolde  

霍伯 · 愛德華(二十世紀美國畫家) Edward Hopper  

霍赫 · 彼得 · 德(十七世紀荷蘭畫家) Pieter de Hooch  

鮑爾 · 卡爾·戈特弗里德(十八、十九世紀德國教育學家) Karl Gottfried Bauer 

鮑爾絲，珍(二十世紀美國女作家) Jane Bowles  

戴綠帽子的丈夫 Hahnrei  

繆思 Musen (Muses)  

謝爾曼 · 大衛 David Shermann  

錫耶那(義大利中部的城市) Siena  

薩克森－威瑪－埃森納赫公爵國 Herzogtum Sachsen-Weimar Sargent 

Eisenach 薩金特，約翰·辛格(十九、二十世紀美國畫家) John Singer 

藍儂，布魯瑪(《紙屋》書中閱讀時遭輾斃的女教授) Bluma Le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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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巴度侯爵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 Pompadour，Marquise de 

懷特島清水灣 Freshwater Bay，Isle Of Wight  

羅浮宮 Louvre  

羅斯(現代猶太裔美國作家) Roth  

羅爾夫 · 戴勒收藏館(斯圖加特) Sammlung Rolf Deyhle，Stuttgart 

竇加 (十九、二十世紀法國畫家) Degas  

攝影的蒙太奇手法 Fotomontage  

蘭姆 · 坦尼雅 (李·米勒的好友兼模特兒) Tanja Ramm  

蘭斯洛特(「圓桌武士」傳說中的第一勇士) Lancelot  

羅瑞特(馬蒂斯的義大利模特兒) Laurette 

 

 

 

【侯萬雲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