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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該小說講述了主人公對長期壓抑的寫作生活感到倦怠之
際萌發了出遊的慾望，在威尼斯與波蘭少年塔秋的邂逅，使他
對生活的陶醉和對藝術的追求達到了忘我的境地，以至最終染
疾而走向毀滅。威尼斯羅曼蒂克的外觀下，城市內卻瘟疫蔓延，
映照出主人公充滿矛盾的人格特質。小說中曼表達了對尼采戴
奧尼索斯精神的讚賞，並間接否定了叔本華壓抑生命意志的藝
術哲學。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曼則是偏愛後者。如他所言，在
生活中謳歌本能，不過是「一時的修正」。本論文就小說的寫
作動機、敘事結構和人物塑造進行了分析與探討，以及對其所
蘊涵的尼采和叔本華的美學思想進行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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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魂斷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 1912) 故事的發生地是義
大利久負盛名且被譽為「水城」的威尼斯。該城市在過去近乎一個
世紀中，作為一個具有鮮明文化與藝術特徵的名城，聲譽歷久不衰，
而托瑪斯．曼 (Thomas Mann) 這部在世界文壇有著廣泛影響的小
說，以其醒目的標題、怪誕的故事情節以及獨特的敘事結構，使這
座城市原本就已具有的神秘色彩顯得愈加濃重。故事的主要情節敘
述了主人公阿申巴赫 (Gustav von Aschenbach) 前往威尼斯的旅行
與在沿途和目的地伴隨其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和際遇。在南國異域與
冥冥中長期於心底湧動著的「美」之相遇，接連引發出道德倫理與
藝術審美間的衝突與對話，精神領域的哲學思辨亦是持續不斷地在
旅地上演，並且時時刻刻擾動著主人公的內心。最終，不斷升級的
衝突演變發展至極端，主人公在旅地身染霍亂而客死他鄉。
主人公阿申巴赫的藝術觀在旅地威尼斯產生了轉化。雖說他在
藝術追求上從原本的道德框架中掙脫出來，卻無法恰當處理感性的
內心自我與理性的外在世界間關係之連接與轉換，而步入了「為藝
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 的另一個極端。從初始尋求心靈解脫，
到後來轉變為追求完美藝術的過程裡，他無節制地放縱自己的情感
和慾望，幾近墮落之邊緣，而導致無法避免的悲劇性結局。他的「完
美藝術」最終淪為僅能滿足其享樂的「感官之美」(Mann, 1990, Bd.
8: 498; 1792)，而失去了其內在精神。 1 小說主人公的美學經驗，

1 本論文有關托瑪斯．曼的小說引文與文化隨筆皆是譯自德文文本 Mann (1990)。引

文後之括號即說明出處：冒號前之數字分別為年代及冊數，冒號後之數字為頁數，
分號後之數字則提供了該小說英文版本之頁數 (使用之小說英文版本為 Mann
2014: 1758-1808)，以俾參考。本論文所有由德語原典譯成中文之引言皆為筆者自
譯。目前市面上《魂斷威尼斯》的中文譯本有兩個版本可供參考：一為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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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英國作家阿克羅伊德 (Peter Ackroyd) 在其《王爾德的遺言》
(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 中，以王爾德自身的口吻，書
寫了他在生命後期對其個人人生經歷的自省：「在對美的尋求中，
我有過嚴重不堪的後果。……我對美的追求操之過急，反倒與美的
本質失之交臂」(Ackroyd, 1983: 56)。 2
小說的藝術構思和故事結局不僅給讀者留下了思考與想像的空
間，亦是文學界長期揮之不去，至今仍在研究和詮釋的重要主題。
百年之後重讀此經典，對加深理解藝術與生活、精神與自然的關係，
仍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貳、小說的敘事情節與產生背景
《魂斷威尼斯》是一部托瑪斯．曼在中年時期創作的旅行題材敘
事小說，完成於 1911 年，隔年正式出版。之後即被當時的輿論界
視為曼最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該小說分五個章節，採取
了劇作類的書寫方式，以第五章節中主人公阿申巴赫染疾而導致毀
滅作為整部作品的結局。

2009 年之譯本；另一為漫步文化 2012 之譯本。

2 阿克羅伊德在其小說中摹擬了王爾德與好友惠特曼關於對美的本質的探討。以下擷

取自他們的對話 (粗體部分為此處正文中所引)：“‘It seems to me,’ Oscar, he said,
‘that the beautiful is not an abstraction to make a gallop for, but really an effect of what
you produce.’ ‘But surely the Beautiful is also an ideal?’ . . . ‘Ideals are hobgoblins,’ he
replied. ‘If you search for them, they lead you astray and into the swamp. If you let
them come to you, they will be true companions.’ I realise only now the truth of what
he said to me then: the search for Beauty has had terrible consequences for me. In my
days of fame I hunted for it in every guise and, in my eagerness to grasp it, I quite
mistook its nature. And so Beauty turned from me and left me in the shadows, in the
second circle of Hell where I may meet Dido and Semiramis face to face.” (Ackroyd,
198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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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說的敘事情節
居住在慕尼黑的作家阿申巴赫長期生活在自律且封閉的藝術
世界中，幾乎與世隔絕，小說的敘述以其偶然萌生去南方旅行的念
頭而展開。進入五月的天氣有些沉鬱，單調、枯燥的寫作生活之餘，
身心俱疲的阿申巴赫來到慕尼黑英國公園的墓地附近散步。一位陌
生的旅者徒步走過，其行走的姿態與穿戴，兀然引發了他的好奇心
與內心的湧動，彷彿是一種長久以來一直被壓抑著的情感驀然地噴
發出來。從青年時代起就被大家視為天才的他，早已習慣將自己的
情感加以「抑制與冷卻」(Mann, 1990, Bd. 8: 449; 1761)。陌生旅者
的出現，使他這股心底被封存已久的情感與逃離束縛的慾念一下子
升騰出來。雖說他的作品已受到舉國推崇，但他卻清楚地意識到自
己作品中所欠缺的是那種「能讓人去享受歡樂的激情──它本身即
來自歡樂，它勝過任何一個實質的內容，它是一種更重要的特性」
(Bd. 8: 449; 1761)。他想要有所改變，他感到當下迫切需要的是「即
興的生活方式、遊手好閒、遠方的空氣和新鮮血液的注入」(Bd. 8:
449; 1761)。最終，他為自己要踏上旅程找了個合理藉口：為了讓自
己夏季能有豐碩的寫作成果，南方的空氣是必要的。也就是說，他
必須去旅行。
接下來小說中追述並交代了主人公阿申巴赫的身世背景、人物
特質，以及成名前後一貫的生活與寫作態度。阿申巴赫是高等司法
官員的兒子，父親這邊的祖先一直過著一種規範、嚴謹、傳統，但
平實單調的生活；母親則是波希米亞管弦樂隊指揮的女兒，傳承了
熱情與感性的家風。阿申巴赫將規律和嚴謹的生活視為一種義務，
他每天清晨先用冷水淋浴後才開始工作，聚集了睡眠後的精力，專
注地為藝術貢獻二至三個小時。對他來說，個人成就與名譽是最重
要的。因此他經年累月不斷努力，將所有的寶貴時間都奉獻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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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遠離深層認知的堅決道德主義」(Mann, 1990, Bd. 8: 450; 1762)
是他的人生觀。他的長篇大作《馬雅》(Maja) 與《腓特烈》(Friedrich)
最終要表達的亦皆是「道德觀念的勝利」(Bd. 8: 452; 1763)。 3 在
他的名著《不幸者》(Ein Elender) 中甚至「宣布了背離所有對道德
的懷疑，對深淵

4

無絲毫好感」(Bd. 8: 455; 1765)。隨著時間的推

移，阿申巴赫作品所表現的內涵變得愈發傳統、保守和形式化。教
育當局甚至將他的作品收錄在學校指定的教科書裡。當這位作家過
50 歲生日時，他被授予了貴族稱號──封．阿申巴赫。
小說的敘事集中於主人公的旅行，敘述了他於旅途中種種不期
而遇和夢境般的怪異現象，以及他在威尼斯與波蘭美少年的邂逅和
其後接踵而至的命運轉折。似曾相識的南方國度召喚著阿申巴赫，
於是他決定前往義大利旅行，並乘上一艘開往威尼斯的輪船。船上
一位打扮入時並喬裝年輕的老年人引起他的注意。該名老者臉上布
滿了皺紋，雙頰上了妝，草帽下戴了頂假髮，與其身旁的年輕朋友

3 托瑪斯·曼本人當時亦有意書寫《馬雅》與《腓特烈》此兩本小說。他視現實世界為

「馬雅世界」，即其有時間上的侷限性，因此不過是個幻象。腓特烈為普魯士 1740
至 1786 年的君主，與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私交甚篤。他統領的「七年戰爭」
(1756–1763) 戰功卓著，使當年的普魯士晉升為歐洲五強之列，因而有「腓特烈大
帝」的封號。腓特烈果斷英明，麾下的軍隊訓練有素，其個人風格屬斯多葛派，恬
淡寡慾，雖體弱多病卻有鋼鐵般的意志。讀者不難發現，腓特烈與小說人物阿申巴
赫有極高的相似度。該兩部小說皆有提示情節之作用，其影射了主人公阿申巴赫過
於偏重和固守「表象」、「理性」和「道德」，為其後來會招致災難打下伏筆。
4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曾多次將「深淵」(Abgrund) 譬喻成酒神精神，即是生命
之源泉。在第 24 章中對此有較詳盡的論述:「然而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有個跡象
顯示……德意志精神如同一個酣睡的騎士，其休憩入夢於一個難以到達的深淵中，
健康無比、深沉、富酒神力量且屹立不搖。從這個深淵中，陣陣傳出酒神之歌，它
要讓我們明白，這位德意志騎士甚至現在還在夢見極至幸福且莊重之幻影中的古老
酒神神話」(Nietzsche, 1988, Bd. 1: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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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顯得格格不入。抵達威尼斯後，他接著搭乘了威尼斯市內的特色
交通工具貢多拉 (Gondel，意謂「狹長的小船」)。船身完全漆成黑
色，看起來如同棺材，雖然船內的坐位十分舒適，但那肅穆的景象
不得不讓人產生這會是最後一次旅行的聯想。迎著從南面微微吹來
的地中海暖風，坐在船裡的阿申巴赫還是盡情享受了別樣的、輕鬆
的氛圍。抵達麗都後，在旅館用餐時他遇見了一位長髮的波蘭少年，
名叫塔秋 (Tadzio)。他驚嘆該男孩如同希臘雕像般的純潔和俊美，
禁不住仔細端詳，此時阿申巴赫完全將他視為一件完美的藝術品，
內心讚嘆不已。正是這個不期而遇的「藝術精品」使阿申巴赫此後
便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直至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這裡除了那位長髮男孩深深吸引著他，還有那一望無際的海
洋。大海變化的無規律性和其形狀組合的任意性與他的刻板和形式
主義化的生活型態成鮮明對比，讓他能忘卻繁重嚴苛的任務與擔負
的重責。然而，自地中海吹來之焚風造成威尼斯的天氣持續悶熱、
水氣氤氳，使他感到不適。這讓他很快認清一味地隨心所欲是違反
理智的。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他決定要離開這對他健康不利的地
方。但由於車站將行李誤送到其他城市，他只好先回旅館等待行李
退回。當下的他，因可以繼續在此地逗留並延續已令他迷戀的生活，
反倒有種莫名的驚喜，此時的他，清楚地意識到和塔秋之間竟是如
此難分難捨。屆此，他業已深陷激情而無法自拔，比起過去住在慕
尼黑有嚴謹紀律的他，已判若兩人，儘管他知道留下來將會付出沉
重代價。在第三章的末尾已預示了阿申巴赫的沉淪。
如同劇作類作品的書寫架構，在接下來的最後兩章 (第四章與
第五章) 則描寫了主人公在威尼斯不斷演進且與日俱增的頹靡生活
型態。過去不論於何時何地，每當渡過了一段休閒安逸的日子，阿
申巴赫就會感到不安和厭煩，爾後會很快地回歸到那向來神聖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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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的書桌前，但此地卻讓他意志鬆懈。阿申巴赫對塔秋那迷人的身
影得以研究、欣賞、抑或沉思的時刻是在海濱的上午時分，這是他
每天最期待的。每每隨著塔秋從海濱上消失，他便隨之回到自己房
間，結束他這一天在外的逗留。他一直渴望與這位美少年搭訕，卻
苦於沒有機會。不得其門而入的困擾，反倒加劇了他對塔秋的好奇
心和與他接近的殷切渴望。故事敘述者曾形容這個男孩的笑靨如同
「納西瑟斯的微笑」(Mann, 1990, Bd. 8: 498; 1792)，而這位希臘之
神僅僅眷戀自己在河邊映射出的倒影，這已意喻阿申巴赫對美少年
塔秋痴迷的情愫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回應的。在日趨炎熱的季節裡，
阿申巴赫所下榻飯店的觀光客數量卻逐日遞減，尤其是說德語的旅
客幾乎消聲匿跡。當他在飯店的德文報紙讀到一則有關霍亂瘟疫將
至的傳聞報導後，不禁喃喃自語：「不要聲張！……我要保持沉默!」
(Bd. 8: 515; 1802)，此刻他唯一擔心的只是塔秋會因此離開這裡。
為了能繼續欣賞這個美少年的身影，守住這個秘密對他來說至關重
要，而此時威尼斯市政當局對此攸關人命的警訊同樣保持沉默的作
法，正符合他的陰暗心理。為了追蹤塔秋，他甚至悄悄地尾隨剛做
完禮拜的塔秋一家人，在市內走街串巷。當他忍著炎熱的天氣和拖
著疲憊的身軀跟蹤他們到一條污穢且狹窄的死巷，而與塔秋一家人
迎面遭遇時，已無躲避的可能。當下無地自容的他，雖感十分尷尬，
但之後卻看不出他為此有絲毫悔意，如同是魔鬼附身，已完全喪失
理智與尊嚴。接著他因吃了不潔淨的草莓而感染上霍亂，此時死神
對他已是如影隨形。但當他獲悉塔秋一家人當日要動身離開此地
時，便毫不遲疑地逕自朝海邊走去。在海灘上，他像往日那樣注視
和觀賞著與同伴玩耍的塔秋，不久便癱倒在座椅上。當人們趕來救
助時，他業已殞命。當天，他去世的消息震驚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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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說的產生背景
(一) 世紀末的啟示：頹廢現象作為對道德主義的回應
托瑪斯．曼在創作此部作品時，正值威廉二世不斷向外擴張、振
興德意志帝國的時期，其亦在回應當時瀰漫在德國社會上，以及文
學、藝術領域裡以辛勞工作、苛求內省、尋獲外在承認之模式化的
思想及行為方式，及以此為特徵的「不健康」之精神狀態。他讓那
個年代的「時代英雄」們悉數出現在主人公阿申巴赫的作品中，並
呈現出他們的為人處世之道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特徵，即所謂的
「弱者英雄主義」： 5
所有那些重視成就的道德家，他們體質孱弱，待人接物方式僵
化，藉由堅韌的意志力與聰明的管理，至少在一段時間裡可取
得偉大的成果。這樣的人很多，他們是這個時代的英雄，而他
們皆在他 [阿申巴赫] 6 的作品中看到自己，在他的作品中受
到肯定、抬舉和讚揚。他們感激他，歡呼他的姓名。(Mann,
1990, Bd. 8: 454; 1764)

被視為愛爾蘭頹廢派詩人代表的王爾德對此種社會現象也有
類似的評論：「我們活在一個工作太多、教育太少的世代，人們因
過於努力而變得笨拙」(引自 Geißler, 1939: 798)。當時出現的「頹
5 「弱者英雄主義」的德語原文為 Heroismus der Schwäche，英文的相應說法為 hero-

ism of weakness。此概念表述的出處為《魂斷威尼斯》小說文本的第二章節，是托瑪
斯·曼本人所使用的表述形式，用以形容主人公早期在慕尼黑秉持阿波羅精神寫作時
的精神及心理狀態。載於小說原文的第 453 頁 (英文 Norton 版本則為第 1764 頁)
“betrachtetet man all dies Schicksal und wieviel Gleichartiges noch, so konnte man
zweifeln, ob es überhaupt einen anderen Heroismus gäbe als denjenigen der
Schwäche”，而 Heroismus der Schwäche 則為該表述的簡化形式，許多專業文獻皆
是使用此簡化形式，如 Wysling (2001: 371) 對此類人物現象亦有相同的使用。
6 此處為筆者的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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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décadence) 現象即是對此僵化精神的反擊。「頹廢」一詞最早
出現於法國，緣由 1888 年在法國巴黎上演的一部喜劇《世紀末》
(Fin de siècle)，劇情內容充斥頹廢色彩，將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
交，歐洲社會對不受約束的情感生活之渴求表露無遺。7 之後，「頹
廢」便泛指 1890 至 1912 年間一股席捲歐洲的文化與藝術思潮
(Rasch, 1986: 18)。此時期，藝術之於美有著史無前例的絕對義務
性，即所謂的「唯美」
，藝術家則被喚起要盡其「美的職責」(Benjamin,
1979: 16-17)。 8「頹廢」思潮抗拒傳承自古希臘與啟蒙時期的精神
傳統與道德桎梏，推崇內在自我的表達，頌揚的已不是「常態」，
而往往是「病態」，一如托瑪斯．曼所言:「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代
人，包括豪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霍夫曼斯塔 (Hugo von
Hofmannsthal) 和我，所關注的是病態」(Mann, 1990, Bd. 9: 806)。
9

頹廢派作家皆在其作品中傾注了「頹廢」的黑暗元素：包括人與

社會的疏離、情慾、疾病、死亡等 (Liessmann, 2009: 62)，由此來
觀照與審視人完整的生命經驗。所謂的「頹廢文學」，不僅藉作品
中的人物書寫來表述「頹廢」現象，諸如他們對情感、慾望與唯美
的追求，耽溺、墮落、直至瘋狂的病態行為，同時亦彰顯出他們由
此應運而生的、「基於頹廢所大大釋放出的創作能量」(Schmidt,
1988: 238)。曼則藉由其小說《魂斷威尼斯》來表述他對「頹廢」的
解讀，而主人公阿申巴赫即是此類人物的代表。阿申巴赫的前期生

7 有關「頹廢」一詞的產生及定義於 Jochen Schmidt 專書中有綜述性的探討，請參見

Schmidt (1988, Bd. 2: 238-277)。

8 在文學和藝術的表述上，「頹廢」、「唯美主義」(Ästhetizismus)、「象徵主義」

(Symbolismus) 常被視為同義詞，參閱《Metzler 文學百科詞典》(Schweikle, Burdorf,
Fasbender, Schweikle, & Moennighoff, 2007: 51)。
9 曼在其隨筆評述杜斯妥也夫斯基時，亦曾下過結論：
「一些心靈與知識的豐碩成果，
沒有疾病是無法達到的」(Mann, 1990, Bd. 9: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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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可說是種「弱者英雄主義」、是種抵制「頹廢」的體現，一個反
對心理主義與相對主義、生活在藝術的道德中的純粹道德主義者，
這已為他後期在旅地面對內心情感的爆發並耽溺於「頹廢」埋下了
伏筆。他最終陷入對唯美的眷戀，並視此為他人生之唯一依歸，身
為藝術家的存在本質已成為走向極端的「唯美主義」之寫照。托瑪
斯．曼以《魂斷威尼斯》中作家主人公的生活軌跡，展示了「弱者
英雄主義」者在抵禦「頹廢」時難以避免的失敗。

(二) 歌德黃昏之戀引發的靈感──理智的生活與激情的入侵
事實上，按照托瑪斯．曼在 1911 年的計畫，原本是要寫《歌德
在瑪麗安溫泉地》(Goethe in Marienbad)，講述一個偉大靈魂的「人
格羞辱」，並意欲以年逾七旬的老年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對年僅 18 歲的烏麗克的愛慕與追求之史實軼事為題材，
講述一個美醜交織、荒誕且駭人聽聞的故事，並藉此昭示此類黃昏
之戀不過是人的一種死亡前的「死亡」，是一種毀滅性的激情侵入，
從而導致一個偉大詩人的「毀滅」。當年已 72 歲高齡的歌德在瑪麗
亞溫泉度假地認識了小他 54 歲的烏麗克，進而向她求婚，但得到
的答案卻是：「這位小姐尚無任何的結婚意願」。悲傷之餘，歌德
寫下著名的《瑪麗亞溫泉地的悲歌》(Marienbader Elegie, 1827) 來
紀念自己的最後一場傷感的戀情。當時年僅 37 歲的曼，最終還是
缺乏勇氣將歌德這樣的偉大作家以另類形象作為自己的寫作題材
(Mann, 1978: 177)。10 其後，曼在威尼斯旅行時的親身見聞與感受
10 37 歲時的托瑪斯．曼尚缺乏勇氣完成的書寫，而其後年逾 80 歲的瓦瑟 (Martin

Walser) 將其完成了。2008 年，時值 81 歲的德國著名當代作家用一部長達兩百八
十多頁的小說作品《一個戀愛中的男人》(Ein liebender Mann)，以他的文學才華
處理和書寫了歌德的黃昏之戀，也是為曾經讓托瑪斯·曼躊躇不決之事進行了補
遺。這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學作品。瓦瑟處理這部小說的手法很符合現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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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出另種靈感，於是轉而完成了《魂斷威尼斯》這部作品。其中，
同樣是書寫一部由「荒誕」引發的悲劇，一種表象上近乎完滿的生
活形態之毀滅。 11

(三) 華格納音樂的激勵──對非理性元素與「主導動機」的
借鑒
《魂斷威尼斯》在人物構思與敘事結構安排上與音樂家馬勒
(Gustav Mahler) 和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有著密切關聯。他們
作為歐洲十九世紀下半葉音樂藝術的代表人物，或是因與托瑪斯．
曼的私交，或是由於與威尼斯城市的因緣際會，皆在曼的創作心理
層面上有著重要影響，所以我們在作品中可隱約看到他們的影子，
或感受到他們人格或藝術特徵的實質存在。浪漫主義音樂家馬勒對
藝術事業有著特別的執著和獻身精神，這亦是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
因。曼曾經談及，馬勒是他生平見過最敏銳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音
樂家。1911 年 5 月當曼正在威尼斯旅行並著手於該小說的寫作時，
獲悉了馬勒過世的噩耗。曼為表達對他的懷念，刻意將小說主人公

審美觀，讓讀者可穿越歌德的內心世界，體驗他是因為真愛而毫無畏懼。這裡瓦瑟
的筆觸和緩生動且充滿帶有理解的柔情，例如小說中對歌德親吻方式的書寫：「親
吻時最重要的並不在於嘴與唇，而是親吻時的兩個人。……如果靈魂不能相互親吻，
則嘴與唇亦不復存在」(Walser, 2008: 234)。小說中引人入勝地刻畫了主人公歌德—
— 一個擁有豐富內心的人，在對暮年之愛的追求過程中，其仍舊有著豐富的內心
情感的波瀾起伏：「令他難以置信的是，等待給他帶來的痛苦竟然使他不能有任何
的行動，但也使他無法緩解地來回走動。……他那時的心境是：除非烏麗克，不然
什麼都不要」(Walser, 2008: 28)。也許人需先經過歲月的洗鍊，才能勝任將歌德的
最後一場戀愛書寫成一部精彩且具智慧的書。
11 據托瑪斯·曼自述，1911 年時他正與夫人卡奇婭．曼 (Katia Mann) 在威尼斯渡
假。因耳聞威尼斯恐將有霍亂瘟疫蔓延，隔天他們便啟程離開該城市。然而他卻讓
當時他的筆下人物阿申巴赫繼續待在威尼斯，以此來展示一代巨匠的沉淪
(Wysling & Schmidlin, 199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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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申巴赫的外表特徵構思成與馬勒十分相似，並且還借用了馬勒的
名字──古斯塔夫 (Gustav)。如果我們將小說的產生背景再往前追
溯，則音樂家華格納於 1883 年也正是在威尼斯辭世的。華格納開
啟了晚期浪漫主義的音樂劇潮流，其劇目在內容上大多頌揚黑夜、
死亡及美的幻想世界，例如他的音樂劇《崔斯坦和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 1865) 中的主角視白晝為欺瞞，而選擇走進「永恆真實」
的黑夜，以此逃離生活的痛苦、掙脫現實世界的枷鎖，求得內心的
徹底解放且沉浸其中。托瑪斯．曼是華格納音樂的知音和崇拜者；
他的音樂常常使曼產生難以言表的衝動與渴望，因此，他音樂劇中
的音樂主題亦常出現在曼的作品裡。無論是對華格納音樂的欣賞或
演奏，對曼筆下的人物而言，皆是具有無限魅力，令他們神往。華
格納的音樂具有一種能夠淘空人們精神意志和枯竭人們生命力的
主宰力量，常會使曼的主人公們心醉神迷、沉緬於其中而無法自拔。
當音樂意涵中的誘惑、深淵及非理性部分被推崇到極致時，則會危
及人物的性命。換言之， 華格納音樂常常是曼作品中人物角色的
「興奮劑和鴉片」(Mann, 1990, Bd. 10: 55)，如在曼的小說《福立
德曼先生》(Der kleine Herr Friedemann, 1897)、《布登勃洛克一家》
(Buddenbrooks, 1901)、《崔斯坦》(Tristan, 1902) 中皆有此類音樂
主題及形式的運用與表達。
托瑪斯．曼的文學作品中，除了對華格納音樂中非理性元素的
採納，值得一提的是，其諸多小說在構思和敘事結構上對華格納音
樂劇中所強調的「主導動機」(Leitmotiv) 的借鑒與運用，華格納的
這一藝術手法對曼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12「主導動機」原
是指一個貫穿整部音樂作品、為呈現作品主題或是體現人物性格特
12 請參見 James Northcote-Bade (1975) 的專書論述與 Walter Windisch-Laube (2001)

的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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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音樂安排，即是用特定的旋律或音色，來象徵或表達某一與作
品主題或人物相關的概念或實體，尤其在音樂劇《崔斯坦與伊索德》
和《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 1876) 中，華格納
將此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華格納的音樂劇中呈現出不同的「主導
動機」，他會在劇中不斷重覆某些樂段，用來傳達某種思想或情感，
並藉此來不斷提醒觀眾某個特殊意涵。不同的音色亦會被賦予不同
的象徵意涵：例如華格納會使用大提琴的高音區來表示男主角的激
昂之情，小號常會使用在迎賓儀式上，或用單簧管及大管的低音區
來呈現主角的情緒壓抑等。然而華格納的「主導動機」並非一成不
變，而是種個性化旋律，他會根據劇情發展的需要來變化其節奏和
音程。依照作品結構與形式要求，其既可是抽象、又可是具體觀念
意義上的東西或人物，如：愛、渴望、歡樂、頹廢、死亡、大海、
光、戒指動機等不一而足。而托瑪斯．曼則擅將此種音樂表達形式
巧妙地建構在其小說的敘事情節中，即透過運用與主題相關的、具
有特徵性的人、物或事件，使其反覆出現，讓讀者更容易掌握人物
情感或故事情節發展的主軸，有著重要的情節提示作用。13 有別於
小說主題，華格納式的「主導動機」在托瑪斯．曼的文學作品中，
除了同樣具有象徵性地表現或提醒主題、人物、事件的意涵，其特
色在於富有更彈性、多變的表達方式，也就是說，曼會根據各種人
或物在情節上的特殊需求，藉由語言和文字表述的豐富性，產生更
多變換和延展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說，華格納藉由「主導動機」的
作曲手法，讓他的音樂戲劇化和增添了敘述性；而托瑪斯．曼在文
學寫作的風格及形式上對此「主導動機」的承襲和運用，則讓他的
作品富有音樂性。藉由「主導動機」的安排，曼讓其小說中各自獨

13 有關托瑪斯．曼作品中「主導動機」的運用參見 Klussmann (1984: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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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部分連貫起來，而使整個作品的敘事結構顯得更加緊湊，由此
亦強化了曼詼諧、諷刺性的獨特寫作風格。
在《魂斷威尼斯》中，曼即巧妙地運用了「主導動機」的敘事
手法，與小說標題中的暗喻相呼應。在小說敘事的開展中，具有層
次性地、先後以不同風貌特徵、且深植於讀者記憶中的古希臘神話
的人或物來象徵「死亡使者」，並由此凸顯出作品主題構架下敘事
情節的發展走向 (Reed, 1983: 154)。如在第一章節中，在墓地附近
出沒的陌生徒步旅者的外型特徵：身材清瘦、塌鼻、沒有鬍子、太
薄的雙唇，以致所有牙齒皆暴露於外，會讓讀者聯想到骷髏；而該
旅者的紅髮則會讓人有魔鬼撒旦的想像。第三章節中，阿申巴赫在
輪船上遇到喬裝成年輕人的老人，他的眼角與嘴邊皆布滿皺紋、額
頭青筋顯露，似乎暗喻著死亡的漸漸走近；與阿申巴赫產生爭執的
怪異行船者有著「不討人喜歡、極粗暴的外貌」(Mann, 1990, Bd. 8:
465; 1771)，則與希臘神話中專司將亡魂渡往冥府的船夫卡龍十分
神似。即便是令阿申巴赫傾心至極的少年塔秋，他脆弱的牙齒亦令
故事主人公擔憂其不久恐會夭折。第五章節中出現的街頭吉他手瘦
弱的體型及臉孔，同樣是塌鼻、沒有鬍子及紅髮 (Reed, 1983: 154157)。諸如此類的情節和描述，讓讀者始終感到主人公的旅程籠罩
在一種詭異的氛圍中。這些一路相隨、若隱若現、而又無處不在的
「死亡使者」，已預示了主人公一個非平靜的旅行。

參、小說主人公徘徊於日神與酒神精神間的哲學
與藝術觀
哲學家叔本華、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和音樂家華格納的
思想精髓是托瑪斯．曼美學理念的基礎，所以他稱這三人為「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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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一起的三顆閃亮的智慧之星」(Mann, 1990, Bd. 12: 72)。曼
對三人皆有長期深入、細緻的研究與接收，將其中各自令其印象最
深刻，亦是對其影響最深的論述部分，例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叔
本華悲觀厭世的生命即苦難的學說、華格納思想中形而上的誘惑，
來為其文學創作與書寫服務，並且已形成一個脈絡可循的書寫系
統。曼在創作上深受他們影響，其作品中不僅常常蘊涵和透射出他
們的思想睿智，亦時有思想上與他們的碰撞或衝突。此章節即透過
尼采與叔本華的哲學思想來分析和闡釋《魂斷威尼斯》主人公阿申
巴赫的人生觀及藝術觀。小說中反映出的主人公的生活與審美危機
之根源可說是與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藝術觀的潛在危機一脈相承，
本章節末尾即探討了兩者在藝術審美觀上之親緣關係。

一、尼采的酒神精神對生命的肯定與讚頌
尼采在其美學論著《悲劇的誕生》(Geburt der Tragödie, 1872) 中
強調，自蘇格拉底以降，理性受到過度重視是現代社會萎靡不振的
主因。在其論著中尼采推崇古希臘的藝術精神，冀望古希臘悲劇的
復活，因此推崇音樂與酒神精神。尼采重視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
交互作用，尤其是後者被他視為是解放人生禁錮的力量 (Nietzsche,
1988, Bd. 1: 139)。按照尼采《悲劇的誕生》中的闡述，古希臘日神
阿波羅是代表認知、理性和秩序之神，反之酒神戴奧尼索斯則是象
徵著陶醉、渾沌與無秩序之神。在該論著的第 16 章中，尼采對兩者
予以簡扼區分：
阿波羅在我的面前，就好比是個體化原則之容光煥發的天才，
只有透過他，我們才可以在幻象中獲得真正的解脫。反之，戴
奧尼索斯的神秘歡呼則衝破了個體化的魔障，且開闢了一條通
往存在之母體及到達事物最內在本質的途徑。(Bd. 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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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的「個體化原則」(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14 象徵表
象、理智、冷靜；反之，戴奧尼索斯的返歸母體即是歸返本能、潛
意識、混沌。古希臘悲劇便是基於兩者間的衝突與不協調而誕生，
這亦反映出人的生存境遇中所要不斷應對的議題。然而，尼采認為
戴奧尼索斯才是藝術創造力的真正根源。這兩種精神 (日神與酒神
精神) 在主人公阿申巴赫生命的不同階段，皆曾各自獨立地主導著
他的生活與行為，並明確展現出其各自的特性 (Kurzke, 1997: 125)。
15

小說第二章節中所講述的是一個極富日神精神的作家阿申巴赫，

他生活規律、注重形式和榮譽、有著努力不懈的克己精神，他最喜
歡的一句話語就是：「堅持到底」(Mann, 1990, Bd. 8: 451; 1763)。
當他 35 歲在維也納養病時，有一位他的熟識曾這樣描述他對阿申
巴赫的觀察：
「各位請看，阿申巴赫向來都是這樣生活的。」此時說話的人，
把左手的拳頭握得緊緊的;「從不這樣。」──他將張開的手舒
適地放在沙發扶手上。(Bd. 8: 451; 1762)

阿申巴赫經年累月勤奮地寫作，幾乎把所有的精力與最寶貴的
時間都投入於寫作。雖說他關心人的各種生存和心理狀態，然而，
他作品裡的主人公卻幾乎皆是「英雄類型」之代表──「即使用劍
與矛刺穿他的身體，他仍是自豪地咬緊牙關，泰然不為所動的男子
漢」(Mann, 1990, Bd. 8: 453; 1763)，而阿申巴赫自己正是藉此取

14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沿用了叔本華的「個體化原則」；此概念表述乃源自叔本

華的哲學核心作品《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15 從 Kurzke (1997: 124-126) 文獻的第 124 頁起的一個章節〈酒神與日神精神〉(“Das

Dionysische und das Apollinische”)，即是專門針對日神和酒神精神與其相互間的
關係進行闡述與說明，以及它們分別如何影響且支配小說主人公的不同人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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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就和獲得社會對他的認可。然而，伴隨著由心底升騰出的慾望
與期盼所驅使的旅行的開啟，阿申巴赫已無暇去釐清內心的躁動不
安，亦無法從容、理性地面對生活中發生的轉折，很快便墜入酒神
的懷抱。機緣所致的偶遇，波蘭美少年塔秋成為他心目中所追求之
完美藝術的理想表述：
那男孩面容蒼白而優雅，有著一頭蜂蜜色的柔髮、挺直的鼻子、
優雅迷人的嘴，有著優美和神聖嚴肅的表情，使人想起最高貴
時代的希臘雕像，是種形式的完滿呈現，有著獨特的吸引力，
以致讓人相信此一完美的藝術作品是無法在自然界、亦無法在
造型藝術裡找尋得到的。(Bd. 8: 469; 1774)

與這樣一件傑出「藝術品」的不期而遇，令阿申巴赫喜出望外。
他曾經那謹慎、審時度勢的心理防線已不復存在，並且如癡如醉地
沉迷於由此而發的情感享樂而難以自拔。過去的他一直將命運掌握
在自己手中，現在反而違背理智地順從命運的安排或等待偶發事件
的降臨。第三章的末尾即暗示了他與過去的那種「握緊拳頭」的生
活已漸行漸遠：
他抬起頭來，兩隻手臂鬆弛地在沙發扶手上緩慢移動，手心向
前轉動，彷彿暗示著雙臂的開展。那是種欣喜歡迎且從容接受
的姿態。(Mann, 1990, Bd. 8: 486; 1784)

然而，危機亦是他的契機。對此偶得「藝術品」的感動與讚嘆
之際，他曾卯足勁來將這美的化身用文字記錄下來，寫下了「一頁
半優美的散文」，它熠熠生輝，是藝術的極致表現──「純潔、高
貴與躍動的情感張力」(Mann, 1990, Bd. 8: 493; 1788)。脫稿後，阿
申巴赫雖精疲力盡，但這卻是他生平首次意識到「愛神就在文字之
中」，並首次深切地體驗到「精神與身體的相互流通」(Bd. 8: 492-

240

歐美研究

493; 1788-1789)。戴 奧 尼 索 斯 作 為 藝 術 創 造 力 的 根 源，在此獲得
了驗證。說得更精確些，這份成功之作是阿波羅與戴 奧 尼 索 斯 高 度
融合的結晶。
但好景不常，在這有著綿延海灘和熱帶風光的水城，阿申巴赫
那長期靠自律來支撐的苦行僧式的生活形態已無復繼續抵擋感官
上的誘惑，而繼續維繫下去。每日經休息後所恢復的精力，他寧可
將其揮霍在神魂顛倒的感覺中，任憑為酒神精神所持續淹沒。在夢
中，他遇見了酒神，此時他的靈魂落在「異國之神」(Mann, 1990,
Bd. 8: 516; 1803) 手裡，和其他人一樣在神殿前享受墮落的淫亂行
為。夢醒後的他，愈發不顧尊嚴地追逐著那位美少年。與「完美藝
術品」的邂逅，激起了阿申巴赫原本壓抑和隱藏在心底的酒神精神
──即豐富的情感張力。這本應賦予他更多的藝術活力和創作靈感，然
而他卻為此所綁架，游離於社會現實，無節制地誇大對美的追求與
耽溺，以至在威尼斯市內如神差鬼使般、幾近瘋狂地追逐著他心儀
之「美」，不僅衝破道德底線，亦徹底喪失了理智，最終導致傷體
斷魂。
藝術創造力的真正根源乃為尼采在其《悲劇的誕生》中所肯定
的戴奧尼索斯精神，即意志生命力的體現，強調對生命的激情及陶
醉，亦是阿申巴赫創作過程及其作品中一直缺席的特質，這是種「能
讓人去享受歡樂的激情──它本身即來自歡樂，它勝過任何一個實
質的內容，它是一種更重要的特性」。沿著主人公蛻變的軌跡，給
讀者的啟示是：如果對酒神精神過度壓抑，而無限度片面地培植和
頌揚日神意志，則終究會招致前者的反彈與報復。曾經壓抑得愈深，
報復則會來得愈加猛烈，進而導致毀滅。這種建立在阿波羅精神基
礎上之生活形態或稱之為藝術家的表象存在，最終會為被壓抑的酒
神力量所衝破與推翻。此兩種精神互為對立與轉化的原則乃托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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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反諷寫作上的一個重要模式 (Mann, 1990, Bd. 13: 135)。 16
曼的美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采的影響，《魂斷威尼斯》中除
了運用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所讚賞的酒神精神的放縱和宣洩來
鋪陳和演繹阿申巴赫難以逃脫的悲劇命運外，阿申巴赫的行為跡象
亦可作為尼采《道德譜系學》(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1887) 中相
關論述的例證，即可依照尼采的心理學觀點中的「揭露心理學」 17
來考察主人公的行為特性。阿申巴赫原先的生活型態，用尼采的話
說，是種「禁慾典範的自我矛盾」，因為它需要「用消耗自身能量
的方式，來堵塞力量的源泉」(Nietzsche, 1988, Bd. 5: 363)，至於被
阻塞的生命源泉何時破堤而出，則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18 所以阿
申 巴 赫 原 有 的 存 在 形 式， 按 尼 采 思 想 中 「 揭 露心 理 學 」 的 原 則
(Mann, 1990, Bd. 9: 691) 來闡述，不過皆是謊言與自我瞞騙，它毫
不留情地揭露和否定了該主人公在社會上的「虛幻存在」。

二、叔本華的審美禁慾作為個體生存苦難之救贖
德國著名哲學家叔本華的哲學思想一度受到推崇，他具有悲觀
16 有關此論點的相關闡述請參見 Dierks (2001: 284-300)。
17 德語原文為 Entlarvungspsychologie。「揭露心理學」的概念雖常與尼采相關聯，但

實則出自托瑪斯．曼，而非尼采；是托瑪斯．曼在評述尼采是個不折不扣的心理學
家時所使用的表述 (Mann, 1990, Bd. 9: 691)，他亦以此概念來總括尼采《道德譜
系學》中的〈何謂禁慾典範?〉(“Was bedeuten asketische Ideale?”) 所要闡揚的道
理。此詞條 Entlarvungspsychologie 是由 Entlarvung 與 Psychologie 組成的複合詞，
其中 Entlarvung 一詞表達揭露、揭開、暴露等之意。其在托瑪斯．曼作品研究和詮
釋中，可用以探討和闡釋作家反諷的書寫意圖。如在此部小說中，通過對主人公阿
申巴赫的道德主義批判，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闡明，他片面地為追求精神及藝術上的
「養成」而維持的秩序和自律不過是表象，無法以此充填其長期以來心底暗湧的對
生活的嚮往與期盼，即如同本小說中故事情節的發展及演變。
18 參照尼采《道德譜系學》中〈何謂禁慾典範?〉一文 (Nietzsche, 1988, Bd. 5: 33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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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意志學說在藝術界與學術界一直有著廣泛影響。他於1809至
1811年間在德國哥廷根唸書，期間大量研讀了柏拉圖與康德的著
作，在其後來的哲學思想形成中，分別吸收和延伸了前者的「理型」
(Idee) 和後者的「物自體」(Ding an sich) 等概念 (Mann, 1990, Bd.
9: 537)。叔本華視兩者為從不同角度出發的相毗鄰之概念，對它們
而言，人類所認識的物質宇宙只不過是表象世界，僅為「非真實的、
夢幻般的存在」(Schopenhauer, 1988, Bd. 1: 248)，無法反映出事物
的真相和內在本質。它們強調精神世界、本體世界、永恆性，想藉
此給人們帶來高尚的情操與美的感受，同時要以此來抵禦感官世
界、表象世界、時間性給人們帶來的痛苦。
叔本華尤其推崇柏拉圖的「理型」說，認為其應被奉為人生的
追求，因其有深刻的倫理意涵，不受充足理由律的支配。康德的《純
粹理性的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將世界分成「現
象」與「物自體」兩部分。他認為人類的理性能力有限，只能認識
和解決表象世界的問題。他的「物自體」即超越了認識的範疇，成
了「先驗世界」的代名詞，它無法被認識而只能被信仰。在此康德
尚未言明之處，叔本華則「幾乎固執己見地」(Mann, 1990, Bd. 9:
537) 為「物自體」下了定義，即稱其為「意志」。叔本華對人性深
刻的觀察與對人存在的悲觀、諷刺之表述，在當時獲得了極大的共
鳴與認同。對叔本華而言，
「意志」是「所有現象之源」(Schopenhauer,
1988, Bd. 1: 251)，是人類與世界存在的真正本質。每個個體皆是
「意志」的化身，「意志」即是生活意志，是種無意識、盲目的生
命衝動 (Trieb)，它包括渴望、貪婪、性愛等人性慾望。叔本華認為
人終其一生都要受到此「意志」的支配，而其最終將導致人的痛苦
和虛無感 (Bd. 1: 227)。雖然此具有悲觀色彩的「意志說」產生於十
九世紀，但它卻超越了它的世代，揭示出直至二十一世紀人內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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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受到的對慾望無止境的追逐和人生存中的空虛之維度。在此基
礎上，叔本華進而認為，因為美是「意志」的客觀化表現，為了遠
離慾望，擺脫令人躁動不安的「意志」的折磨，人須透過沈浸於藝
術的「審美靜觀」，用來抑制、甚至忘卻人性中對慾望無止境的追
逐「意志」，達到對美的欣賞或創造，並以此得以獲得救贖 (Bd. 1:
264)。
藝術世界即是柏拉圖的「理型」世界，因「藝術是鎮靜劑，是
『純粹』觀察的解脫狀態，是種無意志的解脫狀態」(Mann, 1990,
Bd. 9: 575)。在美的靜觀中，人們樂於留連於「理型」的探究，而
這正是「令意志感到恐懼的東西」(Schopenhauer, 1988, Bd. 1: 272)，
人們因而「忘卻自己的個體、意志，而只是作為一純粹的主體，作
為映照外物的明鏡」(Bd. 1: 244)。此時此刻，人們成為「純粹的、
無意志的、無痛苦的、超越時間的認知主體」(Bd. 1: 245)。然而欲
完全地超越生命意志，達到寂滅的境界，按照叔本華的本意，便要
成為「聖者」，通過禁慾苦行，以保持內在靈魂的安寧、不受擾動。
「若你的眼睛惹你生氣，你就把它挖出來」(引自Mann, 1990, Bd. 9:
575)，叔本華的這一表述便形象且概括地詮釋他的禁慾主義。意志
活動的主體，按照叔本華的說法，就如同是「永遠被縛在滾動輪子
上的伊克西翁」
、19 「永遠在忍飢挨餓的坦達拉斯」20 (Schopenhauer,
1988, Bd. 1: 266)，唯有遁入審美的世界與純粹認知的狀態，透過對
美的靜觀和生活的脫世超凡，方得以解除意志的桎梏和脫離人生的

19 希臘神話中，伊克西翁 (Ixion) 因想誘惑宙斯的妻子赫拉而被打入冥府，並且被捆

縛在不停轉動的輪子上作為懲罰 (Hamilton, 1942: 329)。

20 希臘神話中，坦達拉斯 (Tantalus) 因犯弒子欺神之罪，被宙斯罰站於冥界的湖中。

當他彎下身欲汲水止渴時，水位卻會下降，他欲摘取樹上果子充飢時，樹枝反而會
上升，因而飽受飢渴、恐懼的折磨 (Hamilton, 194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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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懲罰伊克西翁的輪子才會停止轉動。綜言之，叔本華的藝術
觀與生命的意志背道而馳，與康德對美的判斷可謂是異曲同工：即
美應符合無利害關係、無目的、無概念等標準 (Kant, 1990: 48, 77,
82)。不過向來沉靜、溫和且有「節度思想家本質」(Mann, 1990, Bd.
9: 574) 的康德，其思想則以批判性為主，尤其專注於理性批判，對
美的激情似乎略遜叔本華一籌。叔本華對美的洞察至深，對藝術的
愛戀如痴如狂，這使得他對美感特質的描述十分精準且無懈可擊，
他的美學論述即占據了其主要著作《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9) 四分之一的篇幅。 21
叔本華美學理論中的本能慾求與精神、激情與認知均是呈反差
的二元矛盾體。托瑪斯．曼在小說《魂斷威尼斯》中則是關注和展
現了此兩種對立境界的相互滲透與交融，才是藝術家應有的藝術觀
和人生觀。托瑪斯．曼經由對其主人公阿申巴赫旅行前與旅途中兩
種截然不同的藝術觀與生活狀態的書寫，質疑了叔本華的這種推崇
沈緬審美生活、壓抑生命意志和脫離社會生活的藝術哲學，並以主
人公命運之旅的結局來表明他的看法。換句話說，依據曼的思考角
度，藉由藝術行為壓抑、甚至取代生命意志與本能的哲學觀，將會
使意志及行為主體奉守禁慾主義，而與世俗生活隔離，進而喪失對
世界的客觀認知，但其最終卻無法跳脫意志的支配。如此不斷積累
21 叔本華的美學理論幾乎探討了所有的藝術表現形式，從以實用目的出發的建築物

到具有純粹審美目的的畫作、雕像、詩歌、音樂等。他的美學思想對德國後來的音
樂家華格納、哲學家尼采、文學家托瑪斯·曼等人皆有深刻的影響。相較於其他藝
術形式所代表的皆是意志的客觀化或理念的寫照，叔本華視音樂為意志本身的直
接客體化，它直接表達情感自身，是所有藝術形式中最高級的表現形式。音樂的表
達不需要借助於其他的物質媒介，反之，其他的藝術形式則需要現象世界作為媒介，
如繪畫需要色彩、文學需要文字等。有關叔本華的美學論述參見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Schopenhauer, 1988, Bd. 1: 231-354)，志文出版社於 2009 年有發
行中譯本《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劉大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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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一旦爆發，便會演變為難以挽回的結局。在小說的結尾部
分，自青年時代起即一直秉持阿波羅——日神的藝術原則生活的主
人公已開始意識到自己存在本質上的「形式主義」，用叔本華的話
來說，他向來依循「個體化原則」
，生活中僅有「表象」(Vorstellung)、
沒有「意志」(Wille)： 22
你現在看出來了吧——我們詩人既無智慧，又無法受到尊敬？
我們必然會誤入歧途，必然會放蕩，且注定要當情感的冒險家?
我們的大師風格是謊言，也是愚蠢，我們的聲譽與榮譽地位是
齣鬧劇，群眾對我們的信任是盲目的，拿藝術來進行國民教育
與青年教育是過於大膽的，是該嚴令禁止的。(Mann, 1990, Bd.
8: 522; 1807)

這位在家鄉享有聲望和地位，名字被列在貴族榜中，作品被當
地學校作為教材範例的楷模作家，到了充滿生命氣息和現實生活美
的異域便很快沈淪，終日陶醉在觀賞那一望無垠的大海和少年塔秋
那美妙優雅的身影裡。他為了能繼續見到塔秋，摒棄倫理道德，甚
至對已開始蔓延的霍亂瘟疫消息保持緘默。至此，叔本華所主張的
藝術對生命的救贖功能，對沈浸於夢幻並且不斷墜入墮落世界的主
人公而言，已無從談起。此時，對阿申巴赫來說，藝術業已淪為尋
求享樂和刺激的藉口，充其量也只能是欣賞而已，正如他自身後來
對此的痛苦認知，他此時使用的語言「只能讚賞感官帶來之美，卻
無法將其重現」(Mann, 1990, Bd. 8: 498; 1792)，根本無法再汲取其

22 小說主人公的這一「醒悟」的自嘲表述，與柏拉圖貶低詩人及藝術的作用，欲將詩

人擯棄在他的理性和秩序的「理想國」之外的言辭，可謂是異曲同工。對柏拉圖而
言，「理型」世界是真實的世界，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不過是它的影子和模仿，而
藝術又僅是現實世界的影子和模仿。歸結來說，藝術是影子的影子、模仿的模仿。
柏拉圖對藝術的貶抑，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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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純潔」與「深邃」的精神而有所創作。
叔本華的生命意志哲學與華格納形而上的精神超脫現實乃同
出一輒，呈現了十九世紀末普遍的悲觀色彩。23 華格納的作品瀰漫
著宗教色彩及救贖意涵，是繼承和弘揚浪漫主義精神的產物，例如
他的音樂劇《尼伯龍根的指環》與《帕西法爾》(Parsifal, 1882)──
一如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充滿了基督教的儀式及神話傳說。尼采
曾讚揚華格納為德國藝術與文化的革命者，他的論著《悲劇的誕生》
的前言即是獻給華格納的，因他在其作品中找到了酒神精神。然而
因華格納音樂風格的轉變──在諸多劇目中皆透射出象徵沉淪、頹
廢、宗教救贖，以及期待來世的悲觀厭世之消極處世思想，導致兩
人的關係因此決裂。尼采所要傳達的是一種肯定生命的哲學，主張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重新審視否定生命的傳統哲學、道德及宗教，
例如他 1872 年的《悲劇的誕生》則強調了對生命的激情及陶醉；
1901 年出版的《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更是開啟了對西
方基督教的傳統價值之解構，倡導和主張發揮個人的能力與天賦、
實現個體之生命價值。托瑪斯．曼雖也沉醉於叔本華與華格納對藝
術的絕美呈現，但尼采的出現，以及其學說中主張推崇人的潛在本
能的思想精神，則適時地幫助他能夠「克服華格納、突破浪漫主義、
戰勝頹廢」(Kristiansen, 2001: 268)。

三、佛洛伊德的「潛意識」與「壓抑的重返」 24
十九世紀末奧地利心理學家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創立了
精神分析，主張用自由聯想的方式，於「潛意識」領域來尋找人的
23 華格納於 1854 年首次閱讀了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內心受到撼動。
24 「壓抑的重返」的德文與英文的表達分別是 Wiederkehr des Verdrängten;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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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本質所在。佛洛伊德提出了「潛意識」具動能作用，它會主動
影響人的性格與行為。這一觀點在十八世紀末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
作品中已有多方探討，佛洛伊德則通過系統地探究此現象，並以此
為基礎建立出一套科學的心理分析方法。受佛洛伊德影響，托瑪斯·
曼常賦予其作品主人公由「潛意識」所誘發的行為。它透射出在一
定的社會生存條件下人們心靈生活中被壓抑的部分，當這種常代表
著慾望、情感與愛的「潛意識」被壓抑至一定程度時便會爆發出來。
這一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中的「壓抑的重返」原則亦是托瑪斯．
曼文學書寫的風格之一，其與尼采的「揭露心理學」有著異曲同工
之效，《魂斷威尼斯》可視為曼對此原則的具體運用。小說的敘事
主線即是以主人公阿申巴赫追尋由潛意識裡的衝動和企望所驅使
的威尼斯之旅而開啟。從慕尼黑到威尼斯的旅程中，阿申巴赫的審
美觀逐漸掙脫了原本的道德窠臼，不再循規蹈矩、按部就班。
按佛洛伊德的論述，「意識」與「潛意識」的關係就好比是「自
我」(Ich）與「本我」(Es）的相對立。自我代表的是「理智和深思
熟慮」，與象徵「無理性的、黑暗的和無法探測的」本我是對立的
(Freud, 1975: 293-294)。此「未被認出的、潛意識的本我，表面上
是被自我緊緊地覆蓋著」，意識清楚的自我則是負責察覺外界、掌
控行動。當自我能妥善地駕馭好本我，此時兩者的關係就好比是「騎
馬者能將馬優越的潛力馴服好」(292)，這時便會展現出一個符合社
會行為標準的「正常」人物，其行為取向是與環境的要求相符合的。
然而，托瑪斯．曼人物現象的發展、演變卻凸顯了兩者的矛盾性，
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其自我與本我處於分裂，自我已對本我失控，
喪失了相對的平衡。用佛洛伊德的話來說，此刻主角阿申巴赫的「快
樂原則」(Lustprinzip) 超越了其「現實原則」(Realitätsprinzip)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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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尤其是「潛意識」，托瑪斯．曼
曾進行過研讀，並給予積極的評價。但他同時亦不忘提醒人們，對
「潛意識」的過度操作會帶來負面結果：
我們可以說它是反理性，因為它的研究興趣以黑夜、夢境、本
能慾望、前理性領域為主，而潛意識又構成這一學說的開端。
不過，它絕不會受這些研究興趣左右，而變成歌頌那曖昧不明
的、沉緬於幻想的、喜歡倒退精神的詩人。(Mann, 1990, Bd.
9: 280)

無庸置疑，小說《魂斷威尼斯》即是曼對此理念的詮釋。
佛洛伊德的「潛意識」雖對此小說的產生有重要影響，但也不
可過於高估它對托瑪斯．曼創作過程的重要性。曼習慣性的內省及
反思，對人內心底層的奧秘在此前已有一定的認識與了解；加上他
博覽群書，其中不乏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對佛洛伊德的先驅
者叔本華及尼采的心理學、哲學亦早已頂禮膜拜，一如他自己所言：
作為意志心理學家的叔本華可謂是現代心理學之父：由他再經
過尼采心理學的激進主義，可引出一條直線而通到佛洛伊德，
以及那些將佛洛伊德深層心理學擴充並將其運用在人文學科
的人。(Mann, 1990, Bd. 9: 577)

叔本華在其著作《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中提出了「意志」是人
的本質核心，它是慾望，人的「理智」不過是「意志」的僕役；而
他的「意志」相當於佛洛伊德的「本我」，「理智」則與「自我」
相對應。按照尼采思想中「揭露心理學」的原則 (Mann, 1990, Bd.
9: 691) 來闡釋，兩者則為人本身的自我矛盾，是「日神精神與酒神
精神的相互抵觸」(Dierks, 2001: 286-287)；它們分別呼應了佛洛伊
德的「自我」與「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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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虛無作為藝術神性化的不歸途
迷失於「唯美主義」的主人公阿申巴赫的生活型態，從原本視寫
作為生命依歸的自律、勤勉、務實的生活，急速轉變為對其心目中
「完美藝術品」塔秋的喜愛與迷戀，以及隨後對此全然身心投入、
無法自拔的狂熱追逐。這種將美的追求視作唯一，隨心所欲，甚至
不惜生命，與德國浪漫主義理念中對美與死亡的渴望、對超驗「越
界」的期盼可謂是一脈相承。端看浪漫派詩人柏拉藤 (August von
Platen) 詩作《崔斯坦》(Tristan, 1825) 的開卷詩句：「誰親眼目睹
了美，便會視死如歸」(Platen, 1986: 23)，即貼切地點明了《魂斷
威尼斯》中主人公的唯美主義特徵和其必然的結局。德國浪漫主義
的發軔與奠基者瓦肯羅德 (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 就曾針
對藝術本身的悖論提出了警示與告誡，即藝術如同羅馬神話中之門
神雙面神雅努斯。他點出了浪漫主義在藝術上對「無限性」的追求，
既可通往上帝，亦可通往虛無。一個遠離現實社會生活的藝術家，
難以創作出真正的、流芳傳世的藝術作品，瓦肯羅德藉其小說《音
樂 家約瑟夫 ．貝克林 爾非 同尋常的 音樂生涯 》(Das merkwürdige
musikalische Leben des Tonkünstlers Joseph Berglinger, 1797) 對此做
出了警示。而後他在其《藝術隨想集》(Phantasien über die Kunst,
1799) 中，則又一語破的地點明了浪漫主義與唯美藝術背後潛藏的
危機。在此《隨想集》中，瓦肯羅德讓將藝術視為宗教來膜拜的主
人公貝克林爾做了如下的自白：
唉!然後令人震驚的是，在我的周遭貧困交加的景象層出不窮。
人們受到疾病的萬般折磨，受到痛苦與貧困的劫難。除了民族
間令人惶恐的戰爭外，世界各地皆充斥著其他種種由爭端所帶
來的不幸。每秒鐘便會發生一起激烈的擊劍決鬥，到處皆是盲
目製造的事端，數以千計令人同情的人們呼喊求助的狀況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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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歇止──而我卻靜靜地坐在這廢墟中，如同小孩坐在他的童
椅上，我吹奏著樂曲，好比是小孩在吹肥皂泡般──雖說我的
人生同樣是如此嚴肅地以死亡來終結。(Wackenroder, 1991:
225)

這一自白體現出貝克林爾身上美學觀與倫理學觀之間的對立
與衝突。他感悟到，自己一直堅守和信奉的對唯美的、具有「神性
的」藝術之追求，一如夢幻般的肥皂泡，雖有暫時美好，不過一旦
碰撞到社會現實便會隨即破滅消失。換句話說，在貝克林爾的作品
裡看不到社會大眾的疾苦與期盼，他的創作好比是吹出的一個個肥
皂泡般空洞，根本無從喚起每個人心靈深處的記憶。貝克林爾最終
意識到「若全然迷失於藝術情感，蔑視能給人類帶來永久和平的理
智與人世間的智慧」(Wackenroder, 1991: 227)，原本充滿審美意境
的人生觀將會演變成對生命充滿敵意的唯美主義，原本令人謳歌、
具有「神性」的藝術亦會遁入「虛無」。在此，瓦肯羅德即已對一
味追求藝術的「無限性」可能會導致的危機和藝術本身的「矛盾性」
或「雙重性」釋出警訊。 25 歷經百年後，曼亦藉由小說《魂斷威尼
斯》主人公的悲劇結局，重新提醒藝術祭壇的朝拜者們要引以為戒，
當心成為此祭壇上的祭品，一如阿申巴赫原本欲從美的追求中，尋
求心靈的解脫與精神的自由，最終換來的卻是「邪惡的浪漫化」
(Mann, 1990, Bd. 9: 710)。 26 阿申巴赫的美學經驗亦詮釋了曼所強

25 德國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對藝術的無限追求，並非如一般研究文獻所闡釋的直到托

瑪斯·曼才得到適切的提醒與修正。德國浪漫主義的奠基者瓦肯羅德於 1799 年在
其《藝術隨想集》中，即已對藝術的脫離人生或社會現實之特性提出警訊。究其論
述釋出的意涵，可歸結出瓦肯羅德於社會學意義上承繼了啟蒙運動的人道主義傳
統。由此，過度強調浪漫主義的排除理性、蠱惑人心等面向之評述與定性則有失公
允。
26 「邪惡的浪漫化」的德語原文為 Romantisierung des Bösen，此詞條出自托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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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德與美並非如許多文人墨客所言、所頌揚的那樣密不可分」
(Bd. 9: 696)。27 若將審美頑念無限制地擴展，唯美主義與野蠻主義
28

則僅有一步之遙。

肆、「藝術之都」威尼斯與小說主人公的雙重性
一、威尼斯──雙面的「藝術之都」
托瑪斯．曼將小說故事的發生地選在威尼斯並非偶然。地處南

曼，為其在評論尼采的戴奧尼索斯藝術精神時所使用的字眼 (Mann, 1990, Bd. 9:
710)。尼采所倡導的酒神精神揚棄理智、意識，頌揚本能，是種沉醉或狂放不羈的
行為，亦是種對本能「美化」、「浪漫化」的表現。然而對此精神的宣揚，托瑪斯·
曼表「含蓄」認同，認為其雖無壞的初衷，但有些「惡」意，所以稱之為「邪惡的
浪漫化」。小說《魂斷威尼斯》主人公的悲劇結局，即是提醒了，當一味地放縱於
從美的追求中解救本能、並由此尋求心靈的解脫與精神的自由、甚至拋棄理智與道
德，即是種「邪惡的浪漫化」。
27
曼的此篇文化隨筆〈從我們的經驗看尼采哲學〉(“Nietzsche’s Philosophie im Lichte
unserer Erfahrung,” 1947) 是其晚年之作。在此篇論文中，曼非難了尼采將「生活」
與「道德」視為背道而馳的概念。對曼而言，真正的悖論是「倫理學」與「美學」。
由此亦可看出曼與瓦肯羅德在美學觀點上的類同性。
28 「野蠻主義」的德語原文是 Barbarismus，此用詞出自托瑪斯·曼另一部長篇小說《浮
士德博士》。小說主人公雷維庫恩是作曲家，其在創作靈感枯竭之際遇到了魔鬼，
魔鬼應允給其最高靈感。然而雷維庫恩必須專注創作、冷漠度日、不許愛任何人；
24 年後必須死亡，死後靈魂歸魔鬼所有。《浮士德博士》一方面闡示了藝術過於
理想化、與現實失去連結的危機；另一方面則藉該作曲家隱喻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
意志民族，受希特勒統領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德國引入崩壞局面。藝術求助於
魔鬼，即是體現了唯美主義與野蠻主義間的一步之遙，在本文中即是借用野蠻主義
來探討它與唯美主義的關係。當唯美主義被無節制及無限制地發展，即以美為唯一
的終極追求時，常會走入墮落與荒誕，如本小說的主人公阿申巴赫後期的行為。當
這種追求走入極端時，亦會邁入野蠻與殘暴，是審美狂熱的一種放縱。又如德國的
浪漫主義作家霍夫曼 (E. T. A. Hoffmann) 筆下的金匠，為了對美的追求和占有，
不惜殺死顧客來追回他不能放手的、如藝術品般的首飾，此時對藝術的追求成了一
種偏執的狂熱行為 (Obsession)，藝術家亦因此成了社會中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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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的水城威尼斯，長久以來以它在音樂、繪畫、建築等方面獨特的
藝術風格而聞名，同時它又是個特色鮮明的跨界閾之地，座落於沉
靜而堅實的陸地與變幻莫測且令人遐想無限的海洋之間。作為歐洲
一個與東方世界有著久遠交往歷史的商貿港口城市，它接連代表
「理性」的西方世界與象徵「感性」的東方國度，是聯繫東西方世
界之重要樞紐，亦被稱為「通往東方之門戶」(Bergdolt, 2011: 46)。
東西方文化在此的相遇與交融，使威尼斯不僅涵括了豐富多彩的生
活形態，更在藝術風格與文化氛圍上發展了自己的獨特性。該城市
的多元文化特色，與地處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中歐城市慕尼黑，甚
至與主人公 (包括曼本人) 位於北德的家鄉呂北克，在文化特質和
社會風貌上皆有顯著的不同點。因充滿異域風情與藝術氣息，它常
被披上一層童話般的神秘面紗，由此帶來人們無限的想像空間，而
被許多詩人和藝術家選取為他們作品中故事的發生地或藝術想像
的關聯地。歷史上曾有不少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藝術家及文人墨
客深為藝術之都威尼斯所吸引，前往朝聖、遊歷及尋覓創作靈感與
素材。29 凡此種種，皆為曼的小說提供一個再合適不過的舞台背景。
然而，一如歌德等諸多德國詩人和作家，托瑪斯．曼對威尼斯
這座城市亦有著矛盾的雙重情結。一方面由於它的南方異國風情、
獨特的文化與藝術氛圍，而令人對其產生驚嘆及讚美之情，又常因
陶醉和眷戀於其散發出的美，而讓人留連忘返；另一方面則由於它
華麗、美觀的城市外表遮掩下之狹窄、髒亂不潔的河道與街巷，以
及常年散發出的令人窒息的氣味，又映照出該城市本身所具有的不

29 德國文藝界中，不僅托瑪斯．曼，歌德、華格納、尼采等人皆曾表達對威尼斯的特

殊喜好。關於德國藝術家與思想家，如杜勒 (Albrecht Dürer)、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歌德、華格納、尼采、托瑪斯·曼等人在威尼斯的駐足和與該城市的關聯，
可參見 Klaus Bergdolt (2011) 的專書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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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與矛盾性的一面。恰因它在城市環境上的不盡人意，又常被視
為頹廢、疾病和沒落的象徵，而使人感到厭惡和失望，並時有微詞
(Mann, 1990, Bd. 10: 311)。 30 正是由於威尼斯的這種充滿矛盾的
雙重性和它獨特的時空背景，讓曼對它情有獨鍾，而將其作為故事
的發生地，並由此來鋪墊和襯托小說敘事主軸，即放縱激情而導致
的毀滅與人物性格衝突所造成的悲劇結局。曼一生曾多次造訪威尼
斯，即使那份微詞也未曾阻止他重返這個令他難以釋懷的城市。隨
著時間的推移，對它的眷戀之情，反倒是有增無減。

二、「南北」混合的文化身分──矛盾衝突的預示
托瑪斯．曼與小說《魂斷威尼斯》主人公之間的關聯一直是諸多
研究學者感興趣與猜謎的議題。小說主人公的特質結合了「南」與
「北」兩個地域的特徵：身為高等法官的父親承襲了源於「北方」
家族中那種一貫勤奮、規律、節制的生活，以及所奉行的誠信與務
實精神；母親則來自於「南方」波希米亞

31

的一個音樂家庭，有著

潑辣、外向的感性性情。正是這種「冷靜、嚴謹與衝動、熱情」(Mann,
1990, Bd. 8: 450; 1762) 所結合的婚姻，成就出後來主人公這樣一
位藝術家。因此小說主人公可視為「南」與「北」富有成果之結合
的象徵。此種「理性」精神與「感性」激情的結合，不僅提供了成
功的潛在條件，它同時也鑄成了主人公自身矛盾與衝突的根源。曼
30 此表述出自托瑪斯．曼的〈論我們這時代德國作家的天職〉(“Vom Beruf des

deutschen Schriftstellers in unserer Zeit”)，該篇為托瑪斯．曼於 1931 年為其兄長
亨利希．曼 (Heinrich Mann) 60 歲壽辰所撰寫之致辭稿。
31 波希米亞地處中歐，此處所謂的「南方」是象徵性的描述，是相對於主人公位於德
國北方的家鄉而言，而非實際上的地理位置。這種相對的「南」與「北」的設置和
定位已成為曼的一種獨特書寫模式。此外，波希米亞與南德、奧地利相似，歷史上
在音樂、文學及其他藝術領域皆受到威尼斯的影響 (Bergdolt, 20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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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人卡奇婭．曼 (Katia Mann) 在她的回憶錄裡曾談及許多德國
詩人和作家皆曾到訪威尼斯，但只有她的先生曼能以如此特殊的筆
觸來借用它講述故事且駕馭自如：
[小說中] 所有細節都是經歷過的，不過除了托瑪斯．曼外，
大概沒有人能夠如他那樣將這段旅行軼事寫成
《魂斷威尼斯》
。
我的先生在這十分誘人的少年身上著實感受到的，令他感到非
常愜意，從而將此感受移植至阿申巴赫身上，並以無限的激情
將其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1974: 72)

卡奇婭．曼的這番話所要表明的不僅是曼的藝術造詣，她的潛
台詞中尤其強調了曼本身跨文化的特殊背景與身分特質。該小說在
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是種曼自傳形式的書寫。與阿申巴赫的家庭背景
相似，曼本人亦是「南」與「北」的結合，因他有來自北德城市呂
北克殷商之家的父親和從小生長在巴西熱帶雨林的母親。這種特殊
的文化環境無疑也使曼在其成長過程中具有了與一般德國人不同
的文化與身分特質。正是由於作家本人的出身與成長環境，造成他
對涉及與文化相關的文學主題有著特殊的敏感性與獨到的講述和
觀察視角。在曼後來的寫作生涯中，「北方」理性的務實精神與「南
方」感性的藝術激情共存的二元性，便成為他多部文學創作中的主
題和他寫作計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南方」的國度裡，曼能找
到那種他內心特有的嚮往和追尋，那種屬於他的鄉愁，他將南方視
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如此的明朗、清晰和輕鬆自如」(Mann,
1990, Bd. 10: 311)，唯有在彼端能找回他自我的缺失。也是由此，
他秉性中的多愁善感得到了繆斯的眷顧，讓他在威尼斯的旅行途中
萌發了小說《魂斷威尼斯》的創作靈感。依照卡奇婭．曼的陳述，
小說主人公幾乎承襲了曼的生活歷程與藝術經驗，迫於內心深處所
駐存和不斷上演的情感歷險，他亦無法抗拒藝術之都威尼斯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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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亦是在南國，阿申巴赫遠離了那「冷漠」和「缺乏情感」的
世界，摘下生活中的沉重面具。在麗都的沙灘上，面對無垠的大海，
他可以無拘無束地與酒神對話，由此使體內另外一半浸透著激情的
血液可盡情奔放地流淌。曼在諸多場合常樂於以德國市民文化的代
表自詡，但在給友人的信中則曾表白，他更看重自己身上藝術家的
特質：「雖然我曾經說過，我要恪守實際工作上的理性和生活上的
諸多義務，但我卻更是一個藝術家、一個愛憂傷的人」，如同他的
另一位主人公托尼歐．克呂格，曼同時還是「一個對立事物的享受
者，並把它當作是種遊戲。……一個可以將一樣東西捧為神明，而
將另一樣東西貶為一灘污水的法官和闡釋者」(1960: 138)。 32
曼的另一部百年經典作品，即他早期的中篇小說《托尼歐．克
呂格》(Tonio Kröger, 1903)，亦是他寫作計畫中與「南北」主題相關
的一部小說。該作品裡亦成為作家的主人公也具有類似的「南北」
特質的結合，同樣出生在由來自北方的父親和家鄉在南方的母親所
組成的家庭。生長在北德的克呂格自幼便讚嘆和心儀金髮碧眼的同
學，而他那明顯是受母親影響而擁有的特殊喜好，如他常獨自沈浸
在憂鬱的詩篇中，以及與眾不同的藝術家行為方式，常造成與同學
們格格不入。面對自己的社會「中間人」(in-between) 的境況與矛盾
複雜的心境，他感嘆道：「我處在兩個世界之間，但沒有一個讓我
有家的感覺，因此讓我心情有些沉重」(Mann, 1990, Bd. 8: 337)。
曼曾將克呂格定位為年輕時期的阿申巴赫，藉著同樣是對「南方」
和藝術的嚮往與追求，表現了「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不僅有
促進成功的因素，同時亦造成了主人公不確定的身分、敏感的人格
特徵，以及由此會導致的潛在衝突與危機。克呂格的發展軌跡則表
32 請參考托瑪斯．曼與其文人摯友 Ernst Bertram 在 1925 年 4 月 30 日的通信。曼與

Bertram 私交甚篤，其亦是曼的么女伊莉莎白．曼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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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在生活與藝術之間，對一種集精神與情感之完整自我的持續追
尋。曼為阿申巴赫安排了一個與克呂格幾乎同類的家庭背景，讓他
們同樣生活在「兩個世界」，即藝術和生活之中，心靈則共同徘徊
於「南北」之間。由於內心衝突的形態與掌控的不同，他們亦有著
不同的命運。克呂格青年和中年時期的寫作生活中，長期壓抑和衝
突的不斷積累與升級，鑄成了步入老年時阿申巴赫的悲劇命運的爆
發。無須贅言，曼所偏好的「南北」主題之寫作與其本人的生長環
境和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他以其特殊的文化身分和由此養成的獨到
之觀察視角與敘事方式，展示並表達出對世界不一樣的詮釋方法，
這可稱為是其此類書寫的「主導動機」。
受佛洛伊德影響，托瑪斯．曼常賦予其作品主人公由「潛意識」
所誘發的行為。它反射出在一定的社會生存條件下，人們心靈生活
中被壓抑的部分，而這種「潛意識」又常代表著慾望、情感與愛，
「南方」則多是它們傾瀉之地的象徵。《魂斷威尼斯》亦是曼悉心
安排的南北議題寫作系列中的一部分，如他後來向友人透露的那
樣﹕
南北議題是一個令人著迷的題材；對此議題的激情是我書寫這
類作品不可或缺的。我可以這麼說，我極度關注此種素材
(Mann, 1960: 139)。 33

曼選擇將地處南歐的威尼斯作為其主人公旅行的目的地，既符
合作品主題所設定或要求的地理上「南」與「北」的對照關係，又
對應了文化比較上分別以酒神與日神為代表的象徵意義，同時亦滿
足了由主人公身分背景所決定的、駐足於潛意識的「南方情結」。
小說作者與主人公之間的關聯，還可借用曼本人在創作《魂斷威尼
3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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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期間，具有隱含意味的話語來描述：「這就是那個古老的美妙
故事：維特舉槍自盡，但歌德本人卻還活著」(Mann, 1911: 1453)。

伍、結論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之際，德國正處在威廉二世雄心勃勃
的帝國主義擴張時期。現代化進程造成國家的集體意識備受推崇，
社會中個人的獨立意識受到壓抑，個體的生存空間急速萎縮。其時，
在哲學家、神職人員、藝術家身上則頻見小說主人公阿申巴赫所表
現出的壓抑情感且禁錮人性的偽道德現象。面臨理性的現實主義與
感性的理想主義間的混雜與衝突，人們內心領域充斥著矛盾、徬徨，
甚至是痛苦，其情感的複雜難以簡單歸屬，一如歌德在其《浮士德》
(Faust, 1808/1832) 中發出的感嘆：
「兩個靈魂，唉！寄存在我心胸」
(Goethe, 1998, Bd. 3: 41)。二十世紀初，佛洛伊德將人內心的「黑
暗領域」稱為「潛意識」，認為其為人性的真正主宰，並由此創立
了超出當時醫學認知範圍的深層心理學，擴展了對人的認識。由此，
人的感性世界之維度日益受到重視。佛洛伊德在其自傳中曾言及：

作為心理分析家，……相對於理性思考，我不得不對情感衝動
更感興致，對無意識的靈魂活動比對有意識的內在生活更感興
致。(引自 Mann, 1990, Bd. 9: 275)

托瑪斯．曼在小說中對其主人公曾一貫使用的「教科書」般和
缺乏想像的明確句子的語言現象予以了針砭。其實，與曼幾乎同時
代的德國現代主義作家格歐爾格 (Stefan George)，在其所創刊的《藝
術之頁》(Blätter für die Kunst, 1894) 中，亦主張和倡導詩人與藝術
家們應使用「變幻不定的、探究的、暗示的」(1967: 33) 象徵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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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現代派宣告與自然主義的決裂，轉向尊重個體、人性的完整
存在，強調表現人的內在精神、發掘潛意識等的面向。藝術表現亦
從客觀轉向主觀，關注的目光從外在轉向內心世界，形成了表現自
我、探索心靈與夢幻為宗旨的藝術風格和傾向。曼以小說主人公阿
申巴赫展現出上個世紀之交德國社會中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現象，傳達了當時的時代價值觀，藉由對此人物的塑造，批評了當
時的社會及文化現象。
以威尼斯呈現給世人的美好、神秘之外表與該城市於現實生活
中充滿矛盾的特徵，來襯托和映照小說主人公內在衝突的人物特質
和災難性的命運結局，這無疑是曼的一個巧妙的文學構思。一位擁
有貴族頭銜，在社會上受人尊重並且享有崇高聲譽的詩人，離棄了
過去安分克己的執著生活後，墜入空虛、墮落的遊蕩狀態。原本表
面寧靜，富有審美情趣的生活，由於激情的侵入而被摧毀得蕩然無
存，正如曼所形容的，是「激情滲入了這小心守護好的人生」(Mann,
1990, Bd. 13: 135)。 34 這種湧動於內心的激情，亦如德國文化哲學
家與社會學家齊美爾 (Georg Simmel) 在論述現代人的悲劇性存在
時所言及的：是「從人生命的最底層湧出一股摧毀自身生命的力量」
(2001: 219)。小說以其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對藝術家提出警示，若一
味地對內心潛藏的情感、慾望加以抑制，日後則難以逃脫對此的逆
反和與酒神的放縱狂歡，而招致不堪結局的宿命。曼在此亦否定了
叔本華壓抑生命意志的藝術哲學，對唯美主義的藝術觀和人生觀提
出發人深省的告誡。
德國浪漫主義時期「審美現代性」(ästhetische Moderne; aesthetic
modernity) 的發軔者瓦肯羅德在其美學批評《藝術隨想集》中，即
34 曼作品中常呈現的「小心守護好的人生」象徵著主人公封閉的心靈及被銬上枷鎖的

個體，有其諷刺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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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針對過分沈醉於藝術的現象提出質疑、告誡，甚至鄙棄。藝術的
「神性」化和脫離現實社會最終被其揭露為：
似是而非、虛無縹緲的異教。我們原本以為可以在它那裡找到
最終的、最內在的人性，但它卻偷天換日，我們得到的永遠只
是一部美麗的人為作品。在這樣的作品中，傳達的盡是些自私
自利、孤芳自賞的思想與情感。而這種思想與情感在風塵碌碌
的現實世界中是沒有成效或起不了作用的。……卻將此作品的
價值凌駕於上帝所創造的人的價值之上。(Wackenroder, 1991:
225)

被稱為新浪漫主義作家的托瑪斯．曼亦以其審美批評之論述，
對此予以了呼應：若以「唯美主義的世界觀」自我設限，會「對我
們義不容辭要解決的問題一籌莫展」(Mann, 1990, Bd. 9: 711)。
曼透過他的小說《魂斷威尼斯》告訴我們，什麼是作為一個藝術
家所應要達到的。這亦是詩人與藝術家們在他們藝術創作與生活現
實中要面對和處理的議題，即要能「讓思想與情感相互流通──脈
動激發的思想與感覺真切的情感」(Mann, Bd. 8: 492; 1788)。小說
主人公在旅地威尼斯的創作契機中曾短暫地感受到「愛神就在文字
之中」，並體驗了他未曾有過的審美情趣。我們可以理解，當超越
了理性的枯燥，將內在的精神世界與外在的社會生活產生有機連
結，才能產生真實的藝術靈感，詩人與藝術家此時的作品方能深入
人心。用尼采的話語來說，讓日神與酒神結成「兄弟聯盟」，要讓
「戴奧尼索斯說著阿波羅的語言，阿波羅最終亦要說著戴奧尼索斯
的語言」(Nietzsche, 1988, Bd. 1: 140)。這是古希臘悲劇釋出的啟示，
也是藝術創作與表現中的終極追求。
面對當時社會對「頹廢」思潮的眾多批評與排拒，曼並不予以
苟同。他所秉持的態度是「不能完全否定頹廢的存在」(Rasch,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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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在小說《魂斷威尼斯》中可清楚地看到他的此種立場，即是
說：唯有合理看待「頹廢」，即承認「頹廢」現象產生的緣由與其
一定意義上存在的合理性，方能對「頹廢」現象的發展因勢利導。
如此才能使以阿申巴赫為代表的道德主義者對其獲得免疫，而避免
陷入由「頹廢」所招致的「危害」。曼對道德主義者與有德行的人
之間的區分在於，前者對「危害」已失去抵抗能力，所謂的「危害」
即是基督教福音書中所提及的「罪」，它是「懷疑，與禁忌為伍，
是種冒險的、迷失的、甘於獻身的、想要親身經歷的、想要探索的、
想要認知的慾望」(Mann, 1990, Bd. 12: 399)。曼以其特有的清醒和
敏銳，否定了新古典主義虛偽的道德觀，並由此提出警示與告誡，
即是要正視尼采的象徵生命源泉之酒神精神，強調該精神對藝術創
作而言應所具有的不容忽視之翹楚地位。
托瑪斯．曼在創作上深受尼采、叔本華與華格納的思想影響，
其作品中不僅常常透射出他們的思想睿智，亦時有思想上與他們的
碰撞或衝突。叔本華劃時代的貢獻在於他提出了世界的本質不再是
──如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費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黑格
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謝 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所領會的──「精神」(Geist)，而是「意志」。尼
采喜愛且著迷於叔本華的哲學理念，亦曾視悲觀主義為真理。但他
後來則克服了叔本華哲學思想中的悲觀厭世思想部分，肯定「意
志」、認同自我、讚許生命，更將「意志」更名為「戴奧尼索斯精
神」，轉而訴諸藝術來肯定世界與人生。然而，尼采與叔本華、華
格納思想間的分歧，按照托瑪斯．曼此部作品的立意及構思設計，
並無意達到或給出一個一般讀者所期待的圓滿之化解，而是以一個
撼動人心的結局提出告誡，讓讀者在撼動之餘，感受到矛盾對立的
雙方經協調而達到和解 (Versöhnung/Aussöhnung) 的重要性，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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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在替和解找尋可能性。托瑪斯．曼讓他的主人公在經歷了充滿
戲劇化及反諷意味的人生後，即從初始的自我戒律的審美禁慾與道
德束縛，以及隨之接踵而至的荒誕、可笑的行為舉止而墜入頹廢、
墮落的境地，最終讓其走向毀滅。因為按照托瑪斯．曼的人生觀察
和理念，阿申巴赫這樣的藝術家無論在精神、抑或心理層面皆為時
代的弱者，難以繼續維持生存。曼為主人公所安排的毀滅與死亡結
局，實質上是有其象徵意涵，它代表了作家預示和期待著新的、強
壯的生命之出現。
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關係是文學作品中長期以來一直在不斷探
討的議題。儘管它們之間常存有難以克服的不協調、甚至是對立，
但它們卻常又相互依存。托瑪斯．曼亦藉由其長篇小說《浮士德博
士 》 (Doktor Faustus, 1947) 中 的 作 曲 家 雷 維 庫 恩

(Adrian

Leverkühn) 最終的告解與表白，用另一種表述方式來表達其對理想
藝術的看法：「無災禍的藝術，心靈上是健康的、不拘謹的、不沮
喪且充滿信任，一種富於人性的藝術」(Mann, 1990, Bd. 6: 429)。
而好的藝術對人們而言亦有其救贖功能，因人往往無法直視內心的
黑暗領域，常需借助審美經驗來擺脫積重難返、約定成俗的現實概
念，而曲折地認識人的本質，由此接納人性的歧義與痛苦。這就是
尼采所言之藝術的功能：「我們有了藝術，依靠它我們便不致毀於
真理」(Nietzsche, 1988, Bd. 13: 500)。對作家托瑪斯．曼—— 一位
不僅倡導且時常自我標識為正直、有道德之社會公民而言，在生活
中歌頌本能及酒神精神不過是「一時的修正」，對人類來說，真正
「永恆的且必要的修正，則是要用精神或道德來捍衛生活」(Mann,
1990, Bd. 9: 710)。此亦應和了古典主義文學代表歌德在其《西東詩
集》(West-östlicher Divan, 1819/1827) 中所讚譽的生活態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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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愛，生命中的生命是精神」(Goethe, 1998, Bd. 2: 75)。 35 無庸
置疑的是，托瑪斯．曼在《魂斷威尼斯》中否定的是奉行「堅決道
德主義」(Bd. 8: 450; 1762) 的偽道德，因其背離了對人性或自我的
深層認知，而並非否決「道德」二字。他在晚年時甚至強調倫理道
德對於人生的重要性：「倫理是生活的支柱，有德之人才是名副其
實的生活者──也許有點乏味，但卻極為有益」(Bd. 9: 696)。
現實世界中的作家托瑪斯．曼是屬於能調解藝術與生活，或至
少能夠周旋於其中的人：有別於叔本華、華格納，他對生活不再充
滿敵意；不同於尼采，他雖然倡導和注重對生活的激情投入，但已
不再熱衷於生命的狂歡，而僅對其「含情脈脈地贊同」(Mann, 1990,
Bd. 12: 91)。曼摒棄了前者思想中的消極、桎梏的部分，而藉由後
者來盡情抒發他的藝術情感。曼藉《魂斷威尼斯》主人公阿申巴赫
的塑造，呈現出藝術與生活間難以調和之矛盾性和對立性；而在現
實生活裡，他則能夠自我調節及掌控、化解矛盾，積極、自信地遊
走於兩者之間，成為一名成功的作家。

35 此句源自《西東詩集》中的〈蘇萊卡篇〉(“Buch Sule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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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la Death in Venice narrates the story of the writer von
Aschenbach. He writes diligently for years without slackening his efforts. Just as his ascetic lifestyle is taking a toll on him, a chance encounter with a traveller suddenly inspires him anew. His encounter
with a handsome young Pole, Tadzio, in Venice, brings his passion
for life and his pursuit for perfect art to a condition of ecstasy. As a
result, he totally ignores the prevalence of cholera, which consequently results in his illness and ruin. The vacancy of his emotional
world coupled with his high position as an aristocrat forms an internal
conflict within him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The description of Venice
city life reflects his personality: despite the romantic scene in Venice,
cholera is widespread in the streets. In Mann’s work, he expresses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spirit of Dionysus in The Birth of Tragedy, which
was written by Friedrich Nietzsche. He also indirectly rejects Arthur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of arts that represses life will. However,
Mann favors the latter in his life, saying that praise of drives in life
should be merely considered a “temporary correction.” The research
will analyse and probe into the motivation,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writing. It will explain the internal conflict
artists often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s of Nietzsche and
Schopenhauer implied in the novel. It will also dig into possib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protagonist in terms of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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