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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營人大概對19路公車不陌生。左營北站發車，經

鹽埕，往四維路。

19路標記了一個年代──左營北站的年代。那時，市

區來的乘客，如欲前往楠梓，得於此換車（或提前於左

營南站）。後來19路改為219，直抵楠梓無間縫。不僅19

路，5路也在這種情況下整併為205路。左營北站於是安

靜了，不見當年公車頻繁進出的盛景。

外婆家在鹽埕，自小我就搭過19路。路線中有一大段

沿鼓山路而行，軍營、眷舍、水泥廠一路置換，但背景

卻始終是山。我自稱這是一班沿山公車。

有次我在龍泉寺下，登柴山。走過一段階梯，店家

櫛次鱗比，步進木棧道不久，突然感到手中塑膠袋被拉

扯，不到三秒鐘，扯斷了，零食全被劫走了。一隻獼猴

齜牙咧嘴與我對望，然後迅速潛進樹叢。

如此光明正大、無懼無束的搶劫呀！我這才驗證到柴

山之猴的跋扈。牠們逛大街、闖民宅、搶超商，從山巔

放縱至山腳，近來版圖更延伸至中山大學。甚至，我曾

在219路公車上，目睹鼓山路上有獼猴。

有回我爬到柴山雅座，坐在涼亭打開背包時，一山

友說：「小心，食不露白，這裡是高雄治安最差的地

方。」

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97）所寫的文化史名著《義大利文

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為西方近現代史學

「經典」立下了可貴的典範。原因不在於

其中詮釋文藝復興的論點始終屹立不搖，

而在於創造了活潑多層次的立體觀視；同

時也為後世開啟了多元詮釋文藝復興藝術

文化的「戰場」，讓許多新的學術觀點─

─不論是衍生、窄化、誤解或反駁──都

因受到這本書啟發，得以為西方文化史研

究繼續開拓新的視野。從這一點來看，這

本書作為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不

是憑空得名。

史學著作能在短時間內擁有龐大影響

力，通常與政治或學術特定結構性因素有

關；反之，最大的敵人也往往是在政治與

學術結構物換星移後，產生的快速淘汰刷

洗。成為經典，需要的是像不朽的詩篇與

藝術所內蘊的特質，可以超越時空，探問

普遍的人性；也能對人類在不同時空環境

裡反覆遭遇到的困境，提供歷久彌新的思

考啟發。然而，歷史研究探討的是特定時

空下的現象，因此，在建構歷史知識之

餘，如何從研究對象出發，進而關注更普

遍的人類存有問題，對歷史書寫者而言，

這是心靈深度與見識廣度的一大挑戰。亞

里斯多德對此早有所見，因此說，詩比歷

史更哲學。這個困境是史學著作要成為不

受時空限制的曠世經典最根本的挑戰。

文藝復興應被視為
近現代人的母親與原鄉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從來就

非「權威」之作。它能歷久彌新的原因在

於，當許多詮釋文藝復興的「權威意見」

過時後，布克哈特當年思考的問題，以及

他觀察問題的深度又會重新得到重視。布

克哈特下筆著述此書時，沒有特殊的學術

地位，但他心裡深知，自己並不想跟隨當

時盛行的德意志國族思維從事歷史研究。

他也想提醒當時所有說德語的人，德國文

化不是只靠德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因

此，他默默待在自己的家鄉瑞士巴塞爾

（Basel）爬梳各種史料，注意許多看起

來不太顯眼、很容易就被忽略過去的細微

變化；再以相當立體的省思體察，將歐洲

近代文化如何經由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轉

折，繼而開啟出多元發展風貌的過程，透

過活潑生動的文筆，將之具象化為可以從

不同視角細膩觀視的鮮活歷史圖像。

對他而言，研究文藝復興的意義在

於，「文藝復興應被視為近現代人的母親

與原鄉。在想法上、感知上，在典範創造

上，我們深受文藝復興文化影響。」這本

書第一版問世九年後，印製的750本才售

罄，布克哈特至此方有機會對初版進行修

訂。1869年出版的第二版也因此成為我們

認識這本書最重要的依據。這本書以遲緩

的步伐得到歐洲學界的肯定，但自此不曾

再消失於任何對文藝復興研究具有基本專

業認知的討論中──不論是贊成、反對或

修正，迄今依然。而布克哈特從瑞士家鄉

出發所開創出的活潑歷史觀視，也讓他

不願認同的德意志主流史學界折服。1872

年，普魯士文化部邀請布克哈特到柏林大

學接任歷史主義大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退休後留下來的教席，這可說是

軍國主義鼎盛之際，德意志帝國首席歷史

學家擁有的職位。然而布克哈特拒絕了。

藝術文化的創造
可超越大時代環境限制

如何貼近生命質感去省視義大利文藝

復興時代的推陳出新與惶惶不安，是布克

哈特思考文藝復興究竟如何形成、該如何

理解的核心提問。在他眼裡，近現代西方

文化意義下的「個人」，是在教會與國家

內在結構急遽變動的失序環境裡誕生的。

布克哈特在本書開頭第一卷便從「國家」

讓人民難以安居樂業的黑暗面談起。換言

之，文藝復興文化不是政治黃金時代的產

物，而是從無止盡政治動盪裡，奇蹟式煥

發出來的似錦繁花。在鋪陳文藝復興時代

政治詭譎不安、宗教不振、傳統價值崩解

的同時，布克哈特卻藉著文藝復興鼎盛的

藝文發展，凸顯藝術文化的創造可以超

越大時代環境限制，自成一格。但是，這

樣的格局有賴知識分子與公民覺醒，不受

惡劣環境左右，不隨一時利益搖擺，堅持

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作為共同的公民意

識。換句話說，提倡不受政治干擾、不為

政治服務的「文化主體性」是布克哈特書

寫《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真正的

用心所在。這是他獻身文化史寫作的終極

關懷，也是他畢生懷抱的理想。

歷史研究亦應是病理學的檢視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不是

一本四平八穩的歷史教科書，卻洋溢著布

克哈特思考歷史書寫如何在與自己鄉土對

談時，同時也能與普世性問題對話的敏銳

與洞識。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讀者會發

現，自己經常與在紛亂龐雜歷史線索裡苦

思、不斷與自己想法奮戰搏鬥的布克哈特

相遇。他的思維在眾多詮釋的可能間躍

動，有時他也坦率表示，對史事論斷的分

寸該如何拿捏，心裡不是沒有掙扎猶疑。

在字裡行間，布克哈特經常率直地留下一

些混亂思想走過的痕跡，如同現代藝術家

刻意保留創作過程中不經意留下的親筆手

跡那般。

布克哈特不想透過書寫這本書講論一

套固定的知識，建立一套別人難以攻克的

歷史詮釋系統；反之，他想打破只知從固

定觀點書寫歷史，甚至於以強權建立為宗

旨，卻罔顧人性價值的史觀。當布克哈特

帶領讀者去看義大利文藝復興文化輝煌燦

爛的同時，他也帶領讀者去看這個文化在

發展內涵裡可能潛藏的危機。他認為，歷

史研究在某個程度上應是病理學的檢視。

只有當我們審慎地面對承繼的文化傳統，

且能以更清醒、更健康的理性來辨析其中

良窳，寫史與讀史才真的有助於人類文明

往更重視人性尊嚴的方向提升。

布克哈特是
「19世紀最有智慧的心靈」

終其一生，布克哈特史學真正關注的

焦點是「人類存有的狀況」，而非特定

架構下歷史知識的建立，這是他對「文化

史」研究抱持的基本認知。出於這樣的關

懷，他也將自己一生的教學與研究奉獻給

家鄉。在瑞士面臨德意志軍國主義強鄰壓

境的艱難時刻，他以教育「人」為職志，

期待整個社會文化朝向個人醒覺、思想獨

立、文化自主的方向邁進。1945年遭遇納

粹迫害的荷蘭文化史家賀伊清哈（Johan 

Huizinga）在過世前所寫的最後一本書

《槍聲不再響的時候：對我們的文化重拾

健康之期盼》，肯定布克哈特是「19世紀

最有智慧的心靈」。

不以龐大、難以撼動的論述體系取

勝，布克哈特以熱愛「觀視」的眼光細膩

體察人性在人與人、人與鄉土、人與文

化、人與世界、人與信仰之間種種可能的

形式、作用與境界。在他眼中，資源掠奪

與強權掌控均非促進人類生活向上提升的

要素，也非創造幸福的力量。他知道政治

或多或少會影響文化，但在國族意識高漲

的19世紀下半葉，仍選擇重視文化史遠高

於政治史。

對寧可選擇做「誠實的異端」的布克

哈特而言，史學研究是他與鄉土、世界以

及與自己生存的時代對話最主要的媒介。

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這本書

裡，布克哈特帶領讀者尋訪近現代西方文

化的故鄉。在其中，人們既喜歡以數字理

性計算現實，又十分執著於自己的主觀感

受；既鄙視教會教條，又經常尋求巫術與

星座命盤指引；在肆意追求自我才性發展

的同時，卻又不時陷入惶惶不安、不知所

措的焦慮退縮。透過布克哈特對這趟歷史

時空之旅的引領闡述，我們越來越清楚看

到，他將歷史研究的特定時空現象轉化為

如同不朽詩篇所詠嘆的，近現代人普遍生

存的狀況。而隱藏在這些看似互相矛盾，

卻又極為貼近真實的文字描述背後，布克

哈特也一步一步向我們揭示，在他所處的

亂世裡，屬於他想望深處、不可探知的信

仰密契深處、自己終生思慕懷想的永恆心

靈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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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最差的地方 ▎黃信恩

最近這幾個月來的事態發展，顯示「釣魚

台」這名字取得真好──它儼然成了一個特

大號的魚鉤，釣得周邊中日台這幾條大魚急

怒攻心還進退失據。

我們為什麼要爭這幾個東海小島？怎麼

突然之間，這些個海裡的石頭沙灘珊瑚礁，

都成了民族的驕傲、先人的血汗、國家的尊

嚴，或神聖不可分割的部分？

是漁權？不是，因為政府才說了：台日漁

權談判不會停頓。是鳥糞？看起來那幾個蕞

爾小島蔥綠有餘，腹地不足，有著大量肥料

的潛力不大。而「有識者」的意見是：釣魚

台的棚台礁層有幾億噸幾千萬立方公尺的石

油天然氣云云。而換算成國民所得，台灣每

人可以分到多少多少等等。

如果真是這樣，這麼大的寶藏，憑我

們，小國寡民的島，處在美中日三強之間，

拿得到沾得著嗎？就算拿得到分得一杯羹，

我們必須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2011年7月才獨立的，也是全世界最年輕

的國家南蘇丹，坐擁龐大油藏，卻為此眾人

垂涎的「家當」所累。內戰悲情四十年，大

國與財團合縱連橫，超過二百萬人民死傷，

流離失所不計其數。

今年5月，倫敦奧運的主辦當局設計了一

個別具匠心的文化活動──用37種語言，搬

演英國之光莎士比亞的37齣戲劇。而南蘇

丹，選的是《辛柏林》，又叫《還璧記》。

這齣戲當然演得一點也不輕鬆。最困難的

地方是：他們必須憑空「創造」許多台詞。

南蘇丹通行的語言是一種洋涇濱式的阿拉伯

語，以首都朱巴為名，叫作「朱巴阿拉伯

語」。只有口語，沒有書寫形式，許多英文

用語沒有朱巴阿拉伯語字彙可以表達，他們

只能試著用許多代替詞拼湊出原來的語意。

但這一切都值得。演出的當晚，導演之

一約瑟夫‧阿布接受訪問，激動地說：「這

對我們的意義非比尋常，很難形容此時此刻

對我們的重要性──這是慶祝得到自由的時

刻。」

《還璧記》的故事，是發生在古不列顛

王國的國王辛柏林，拒絕進貢給羅馬帝國之

時。故事的主軸其實是一個頗似肥皂劇的愛

情故事：公主伊慕貞不顧父親反對，與青梅

竹馬的情人私訂終身，以致男方被放逐到羅

馬。而這個無聊且意志不堅的男人竟又和友

人打賭：由他出面引誘公主，確認她能否守

貞。感情之間的信任與背叛，交換與犧牲，

投射到國家對國家，超強和部落間的刀俎魚

肉，與南蘇丹爭取自由的過程若合符節。最

後雖然這對苦命鴛鴦的愛情得以「完璧」，

但這「還璧」過程代價之大，令這批身受國

仇家難的演員深感戚戚。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暴得大寵，不祥之

至。

而在最近釣魚台的爭端裡，我們也聽到了

「動武紅線」、「不惜一戰」之類的話。民

族主義狂熱的時候，強硬是主流；主張冷靜

退讓妥協和平的，都很容易被貼上漢奸或媚

外的標籤。

他們知道什麼是戰爭嗎？

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在分析第一次

世界大戰的成因時寫道：「我們今天平心靜

氣地問自己：1914歐洲為什麼要進行大戰？

我找不出任何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那次戰

爭既不是為了思想上的紛爭，也說不上是為

了邊境幾塊小小的地方。我今天以為那次戰

爭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也就是說，

是在戰前四十年的和平時期積聚起來的內在

力，所造成的悲劇性的後果，那種內在力是

必定要發洩出來的。每個國家突然之間有了

要使自己強大的感情，卻忘記了別的國家也

會有同樣的情緒。每個國家都想得到更多的

財富，每個國家都想從別國奪取點什麼。」

「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們最喜歡的情

緒：我們普遍都有的樂觀主義欺騙了我們自

己，因為每個國家都相信別的國家將在最後

一分鐘被嚇退。」

民族主義的戰車轟隆隆駛向懸崖，我們

明知那個終點但卻無能制止。我們不需要智

慧，也不能寄希望於從來未曾雪亮過的人民

的眼睛。我們只需要一點點悲憫。

在殺氣騰騰的紛擾中，我竟然懷念起那段

地震後的日子。不論是九二一或三一一，那

段為了人道價值，已往的恩怨可以一笑而過

的日子。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人類變得比

較謙卑：日本的軍機可以飛越中國的領空，

中國的媒體可以全面停播抗日的劇情，中國

的軍艦備便妥當，可以隨時前往救災……

是的，如果真的再來一場大規模的天

災，說不定真能點醒這些消費民意的政客，

與輕易被廉價民族主義動員的群眾。當中國

人日本人俄國人韓國人的人為皮相，被地母

的千鈞重力，還原成一層層的血肉的時候，

我們大概才能真的認清：人，只屬於同一個

物種。

布克哈特像，1892年攝。

懷璧其罪
民族主義的戰車轟隆隆駛向懸崖

……不需要智慧，也不能寄希望

於從來未曾雪亮過的人民的眼睛

。我們只需要一點點悲憫……

▎衷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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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經典能寫得像詩嗎？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文˙圖片提供

主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聯合報副刊

花亦芬（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講「從《義大利

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談如何閱讀布克哈特」，北

部場：9月26日星期三在台師大博愛樓504演講廳，中

部場10月11日星期四在中興大學語言中心萬年廳，南

部場10月12日星期五在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

室；每場均於晚間七至九時舉行。免費講座，歡迎聽

講！

101年度國科會【人文藝術與社會環境】經典譯注成果巡迴講座第一場

1853-4年布克哈特為書寫《義大利藝術鑑

賞導覽》，在義大利旅行時做的素描與

札記。

──談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布克哈特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進行

第二版修訂時住的公寓(最右邊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