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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人們自己天堂的道路，總須穿過人們自己地獄裏的肉欲。

──尼采《快樂的科學》

一 語境：法國大革命與瘋人院

《鵝毛筆》的開場別有意味。一個沈鬱的聲音導引著故事，誘惑從耳朵轉移到眼睛，觀賞者

的視線被拉向一張驚慌失措的臉，它同時又美豔絕倫。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斷頭臺。血氣

淋漓的空間充斥著情緒高漲的民眾的急切呼喊，他們在等待一場華美的生命終結儀式的降

臨。刑具上躺著的是麗娜小姐，法國的貴婦人。旁白中交代了她的身世，一個玩弄男性的高

手，放蕩而不失高貴。只是她生不逢時，遭遇了革命的審判，卑賤的民眾成為法官，民主的

道德是判決的終極依據。因為往昔的生活污跡，她被判處死刑。作為一個淫蕩的貴族，這在

當時再也尋常不過。這個虛弱的女人被放置於斷頭鍘的刀口，一滴鮮血──來自先她一刻而

去的死者──落到她的臉上，她的驚叫劃破長空，卻激起圍觀者更濃烈的興奮。雄壯的行刑

者終於拉動套索，銳利的刀光閃過。鏡頭轉向近處一幢高樓的視窗，隔著玻璃，我們看到一

張嚴峻而冷漠的面孔，它的主人不動聲色地觀賞完這一幕血腥的行刑。這是電影的主角，馬

奎斯‧薩德侯爵。接下來，已是若干年後，場景切換到查寧登精神病院──薩德被關押於

此。

大革命。瘋人院。從一個直接到另一個，這裏潛藏的邏輯讓我驚異。瘋狂的法國大革命正是

一個放大了的瘋人院，參與者們被高尚的口號和激情蠱惑，癲狂的形狀舉措與瘋子並無差

別。更為悲哀的是，瘋人院──如查寧登精神病院──裏還可能有幾個領導者是清醒的，他

們的頭腦足以維繫瘋人院的生活常態，而在狂熱的大革命中，清醒者卻多半被送上了斷頭

臺，或者落得緘默無語的命運，難以主導革命的潮流。當然，我要承認，革命的瘋癲只是暫

時性的。等到人們的熱情隱退，歷史的時鐘又開始正常擺動。否則，同樣因性的過度作為引



發公憤的薩德侯爵就不會安靜地躲在瘋人院裏繼續寫作，而是如麗娜小姐一樣悲慘，被民眾

以革命的名義宣判死刑。大革命中的法國是歐洲的瘋人院，正如查寧登精神病院是拿破崙皇

帝統治下的法國的瘋人院之一。這一比照構成了故事的宏大語境。

二 啟蒙之後的政治

當然，以革命中的行刑場面為電影的開場，還有另一重用意：點明了故事的發生背景，這是

現代性的開端，是啟蒙之後──這個時間細節深重制約著其後的書寫與政治行動。所以，當

薩德的著作通過地下印刷發行的方式風傳於法國土地，致使民風嚴重敗壞，聽大臣朗誦書本

內容的皇帝終於怒火沖天，命令將瘋子作者盡快槍決，大臣卻勸說，這樣獨斷的作為，只會

使陛下背上羅伯斯庇爾式的「暴君」惡名，不如委派一個醫生去探察並處理此事。這一貌似

無關緊要的鏡頭，卻再次映照出了啟蒙的政治精神。如果是中世紀，皇帝要處死一個瘋子，

沒有哪個大臣能以這樣正當的理由來上書進言，更不必說能讓盛怒的皇帝收回旨意。但在大

革命之後，法國雖然又進入了專制的帝國時代，但人道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已經深入人心，連

執掌一國權柄的國王也為之頭疼。此處暗示的政治性，作為一條隱形的線，始終顫動於《鵝

毛筆》的內部。

皇帝聽從了大臣的勸告，這便導致了洛高醫生的登場。這位信仰科學的先生一幅冷冰冰的表

情，所奉行的準則是治療病人就如治療畜生一樣，需要粗暴和冷酷的藥方。他使用的一種醫

治器具，類似刑罰中的桎梏，中間是可以旋轉的木架，下方是裝滿水的水桶，將病人置於其

中，上下翻滾，讓病人的頭顱在水中浸泡一刻，翻上來，再沉下去浸泡，再翻上來，如此往

復而不止息──這總讓我聯想起「洗腦」這個很現代的政治說法。我能推測出醫生的治理邏

輯，即以這種近乎摧殘的方式，將病人混亂的思維重新清洗，最後還原出一個新的頭腦。到

了後來，我們會發現，強硬的書寫者薩德侯爵居然也承受不過這樣殘忍的療法，開口求饒，

但這為時已晚，醫生並不接納他的悔改──或者，醫生看出了他的悔改只是一時的妥協，他

的心靈並沒有屈服。而最終的結局，卻是醫生的失敗──薩德至死都沒有放棄書寫──當

然，醫生也不再堅持，他找到了對待瘋子們更實用的處方。

受命於皇帝的醫生在這裏有著雙重的身份，他既是政治權力的使者，又是科學精神──啟蒙

思想的主流──的代表。這兩重身份合於一身，不應當引起我們的疑慮，因為這是啟蒙政治

的正常表達：政治與科學-哲學的合流。但這種政治的權威，在瘋人院是否得以尊重，卻是一

個不得不予以注視的問題──瘋人院逾越了正統的權力規制，如同瘋子逾越了正常人的思

維。是的，我們看到，瘋人院在艾比神甫的精心治理下顯得安寧和井井有條，有人作畫，有

人唱歌，還有人表演戲劇──出於對自我的肯定，神甫對前來視察的醫生說，是的，他們是

正常人──但這僅僅是外層的假像，是有限的正常，我們應當不會忽略，瘋子們休息的房

間，都是上了鎖的囚牢。沒有一個殘暴的社會可以這樣治理它的臣民。神甫的話或許能欺騙

自己，但對醫生是毫無效力的。醫生不會追問瘋人院的正常與否，他所關心的，是自己代表

的權威在這塊土地上的完好施行。

三 醫生、神甫、薩德：三種權力的對抗

當醫生的馬車駛進了查寧登的瘋人院，院長艾比神甫在歡迎他的時候，說了一句相當有意思

的話：你是科學家，我是神甫，我們會合作得愉快。神甫是真誠的，真誠得讓人發笑，又讓



人憐憫。科學家與神甫在甚麼情況下才能愉快合作，歷史中罕有這樣的時刻，而在相反的一

面，他們激烈爭鬥的例子卻取之不竭。對神甫的言論，老謀深算的醫生只是不置可否地點了

點頭。他定然要比神甫明白，他們分別象徵著兩種權力，即使這兩種權力不是勢同水火，但

彼此相安無事的局面，卻不可能在他們身上發生。但他還是要給神甫一個面子，在向這個年

輕人簡要轉述了皇帝的旨意之後，他便忙活自己的好事去了。

接著是怒氣衝衝的神甫與書寫者薩德的對話。神甫是上帝的孩子，他代表神權一方，這是毋

庸置疑的。可薩德，我們應該如何給這個魔鬼定位？神甫在後來說，他根本算不上魔鬼，他

不過只是一個受欲望支使的骯髒的書寫者。這裏，我要引用一段話，這段精深的文字，出自

薩德的一部小說，言說的物件是羅爾醫生──又是醫生：

我想表達一個禁忌。我想在眾神面前褻瀆神賜予我們的光潔的肌膚與皮毛，我要在神的

面前一絲不掛，讚美偉大的交媾儀式的十八種戲擬的方式，我要讚美它們，讚美它們的

姿勢，以此證明人類的最大歡愉和人類區別於那些飛禽走獸匱乏的想像力。如果我想向

你證明：淫穢的並非是我們的欲念，而是對欲念的抑制和性事的忌諱，我想讓你看到所

有被忽略的細節，我想讓你看到那些嘎然而止的背後，被刪節的和被閹割的人性的自然

動機和遭遇。我知道你會無比仇視無比害怕，那麼，你應該知道其實我早已洞穿了你們

孱弱的防線，你們文明的禮儀下無比齷齪的罪惡，我知道你們害怕甚麼，你道貌岸然，

你舉止規範，你彬彬有禮蜻蜓點水一般地親吻淑女們誘人的臉頰與手背，難道你就不會

在古舊的城堡裏，伸開你的力爪，旁若無人地撕破處女的屏障，而毫無體恤和對內心的

譴責？我知道，你，人人敬仰的有教養的羅爾醫生，在我們都將老去的另一個時代裏，

我將用我的文字讓我們的身體得到真正的休憩與鬆懈，而你，你所犯下的罪行將有目共

睹，我的文字不朽，而你將和你污穢的機體一樣，腐爛，化為淤泥，為草木吸收，為後

人給養。

這段肉欲書寫者的獨白，完全可以視為啟蒙之後西方「身體寫作」的思想宣言。它是如此驚

世駭俗，以致使得薩德長久背負著色情小說家和瘋子的罵名，他的著作，兩百年來一直被列

為禁書，冷藏於歷史與道德的暗角。高揚「人道」與「開明」的啟蒙人士竟然容不下一個薩

德。無論真實的歷史，還是虛構的電影，這個人的存在，都成了啟蒙的巨大恥辱。所以，如

果說信仰科學主義的醫生屬於啟蒙精神一派，那麼薩德的現身便有著反啟蒙的氣質；但在歷

史的另一面，醫生與薩德又有著共同的敵人，即是代表著前啟蒙精神的神甫（壓抑現代性萌

生的神權政治）──這很可能使他們簽定即時的盟約。在電影裏，神甫與醫生卻成了合謀

者，以對付道德敗壞的書寫者薩德。正是這之間牽系糾葛的無盡纏繞，將《鵝毛筆》推向一

個又一個高潮，同時促成薩德使用的「鵝毛筆」上升為一種深沉的隱喻，書寫幻生著謎一般

的意義。

四 神甫與醫生

神甫與醫生是合謀的關係，但這僅僅是神甫的一廂情願；僅僅是神甫認同這個荒誕的邏輯：

你是科學家，我是神甫，我們會有很好的合作；僅僅是──他們的合謀關係，基於有一個共

同的敵人，薩德，當敵人不再成為敵人，合謀自然破裂，而我們卻能發覺，神甫並沒有將薩

德作為敵人，這便意味著合謀聯盟的鬆動。這兩個人物形象，一個是坦然俊朗的青年，一個

是陰鬱刻薄的老人，他們又怎麼可能合作得愉悅？在更深的層次上，神甫的存在，就是對醫

生權威的侵犯──瘋子們的出現和無可治癒，宣告著科學的失敗；用瘋人院將瘋子們囚禁起



來，貌似政治權力的生效，本質上卻是權力的異化；而讓一個信仰上帝的神甫擔任院長，這

正是對啟蒙政治最巧妙的嘲弄。我隱約聽見這樣的聲音，在影片裏回蕩：「先生們，你們讓

人類從神靈的庇護下走出，『運用自己的理智』，他們被慫恿出了勇氣，可最終，他們又難

以承當自個體理性的重負，他們發了瘋，他們又必須回歸神靈的溫暖庇護之下，只有上帝才

能拯救落難的人們。」

當然，作為領導者的神甫並沒有說出這一事實。甚至我開始懷疑，他是否洞見事實的存在？

或者，他洞見，但卻不願意相信，他寧可沉浸於自我營造的迷夢？奉著皇帝的指令，醫生來

到瘋人院，這樣的政治危機，神甫難道沒有分毫察覺──連他的親信都有所警醒，只是他仍

然傾向於認可好的一面？如果是這樣，那我不得不承認，他的精神是極度虛弱的。他把瘋人

院想像為世間的天堂，他可以用耶穌式的悲憫目光看著唱歌的瘋子們，他可以相信讓薩德通

過書寫，就能將他腦子裏的惡念傾泄一空，他可以相信這個惡棍的改悔，他可以故意混淆公

共性的與私人性的愛，這些因素暫時緩解了他與醫生的衝突。但是到了後來，當醫生命人鞭

打他心愛的女人，他沖了上去，要代受懲罰，醫生的一句話擊潰了他所有的夢想：年輕人，

你的血，應該為你的神靈贖罪而流淌，而不是為一個世俗的女人。神甫分不清天堂與俗世，

分不清彼岸與此岸，也許，他根本不願意分清，這構成了他的傷口，他的罪孽。老辣的醫生

並沒有命令執行者繼續鞭打神甫，他簡單的一句說辭就已經衝垮神甫的信念堤防。自此之

後，神甫對薩德的系列作為，都暗示著向醫生的妥協。合謀成為真實。西方歷史中的啟蒙政

治對神權政治的勝利，在電影裏又得以完好展現。而我最後想起的是，讓神甫充當一個瘋人

院的領袖，讓虛構的天國裏行走的全是瘋子，是否正是一種善意的反諷？沒有人知道。

五 醫生與書寫者

電影《鵝毛筆》中，洛高醫生與書寫者薩德純粹是一種敵對關係，而且是惡性的──只是接

近結尾，才陡然出現轉機。他們成為敵人的原由很是簡單，薩德的作品所宣講的道德，傷害

了統治者們良苦經營的社會風氣，進而擾亂了生活的秩序，威脅著政治的權威性──醫生無

疑佇立於統治者一方──儘管他們可以暗地裏運行著放縱糜爛的勾當，譬如醫生與那個幼小

得可以做他的孫女的妻子，這樣的醜聞如果傳揚出去，帶給民眾的危害性估計不會弱於薩德

的色情小說；但在政治表面上，他們必須維持一種嚴肅而崇高的道德形象，即便不甘心作禁

欲主義者，而要公然縱欲，那也必須找尋一個堂正而合法的理由──一百多年後在中國大地

上經常發生的所謂「以革命的名義行淫」，在當日的法國應該能找到貼切的原型。

醫生（統治者）們是矛盾的，也正是這種矛盾讓他們輕易地惱羞成怒。我要在這裏講述一個

《鵝毛筆》裏的鏡頭。醫生的小妻子茜敏，原來是一個修女，在出嫁之前，一直生活在沉寂

的修道院裏，未曾經受過世俗的浸染。道貌岸然的醫生在給他的新娘建造房間時，特意叮囑

年輕英俊的建築師，要在茜敏的臥室窗戶上安裝鐵制的柵欄。他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不能

讓這個稀世珍物被外面罪惡的紅塵世界誘惑和吞噬。但這粗重的柵欄只能囚禁少女的身體，

她心靈的力量卻會衝破一切嚴密的羅網。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讀到時下流行的色情小說《貞

德蒙塵》，曉得了「女人的魅力來自兩腿之間」這個道理。隨後她便引誘了身邊的建築師，

並在房屋建造完工的那天，兩人私奔而去。留給醫生的信裏，茜敏寫道，如果不幸被醫生尋

到他們，那麼兩人都會選擇自殺，以表示愛情的堅貞（還有一個意圖，就是要損壞醫生的顏

面，這是脅迫）。洞悉真相的那一刻，醫生氣急敗壞地狂喊著妻子的名字（也許，他是真的

愛她），在她的床上發現她日夜閱讀的《淑女詩集》，居然是被掏空的，內瓤便是《貞德蒙

塵》。這部小說的作者，就是瘋人院裏的薩德。



醫生的一腔怒火自然要發洩到他認定的罪魁禍首頭上，薩德又遭受了一場苦痛的嚴刑。但這

又能說明甚麼？對小說家的處罰是否有些冤枉？兩人之間的仇恨因此加劇了嗎？我更願意這

樣理解醫生婚變事件的安排：茜敏作為現世生活的注腳，證實了薩德宣揚的觀念的正確；而

於另一面，這也正說明了醫生與薩德的仇怨被激化到如此高度，更多的是因為私人性的誤

會，而非應然的發展。命運在這裏出現了錯位。對茜敏這一角色的故意設置，貌似加劇，實

則淡化了醫生與薩德的敵對立場。這便為電影的結幕提供了順暢的出路。《鵝毛筆》的收

尾，是高明的洛高醫生，將瘋人院改造成印刷廠，讓瘋子們充當印刷工人，他們印製的，正

是醫生曾經的敵人，薩德侯爵的作品。正是依靠這筆不菲的收入，醫生和瘋人院才得以興旺

發達。印刷工廠的有條不紊的生產，以前只會胡鬧的瘋子們被教化得異常老實，並各盡其

用，產品暢銷國內海外，這些場景標誌著資本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來臨。在這一階段，醫生

與薩德的關係轉變為互惠的共謀者，前者充當了後者思想的傳播大使，後者則淪為前者的賺

錢工具。說到底，正是這二者在精神深處的親緣，導致他們的相逢一笑，恩仇泯滅──當

然，這樣喜劇的情境，惟有到了現代性的後期才會實現。薩德們接過醫生的接力棒，推動現

代性走向縱深。薩德的子孫們在二十世紀又博得另外一個先鋒的稱呼：後現代主義者。

六 神甫與書寫者

比起醫生和薩德的權力關係，我必須承認，艾比神甫與薩德之間的敘事，卻被打上極端悲劇

性的色調。儘管在神甫與醫生初次會面時，他就解釋說，瘋子薩德不但是我的病人，也是我

的朋友，可後續的諸多場景都在展現，薩德從來就沒有把真誠的神甫當作朋友，甚至，他從

來就沒有朋友，在他的觀念體系裏，友情──甚或還有愛情，這在他對探監的妻子粗魯而無

情的舉動上可見一斑──的位置早被欲望遮蔽。此外，薩德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瘋子，只是

他的行止與思想悖逆了世俗的潮流，迫不得已而居住於瘋人院，瘋人院成了這個精神局外人

的避難所。如此說來，他並不像其他的瘋子那樣，與神甫構成一種精神依託的權力結構。他

在精神上已超脫了世間的一切，是完全的自由者，也是虛無者。因此，神甫與薩德的關係本

質上是單向性的，這對薩德而言，近乎無謂；而對神甫而言，無論如何也是一場盛大的悲

劇。

或許還應加上神甫溫和而謙卑的天性，當他對薩德談話時，他總接近於一個乞求者的角色，

小心翼翼，溫順節制，除了在信仰上寸步不讓之外，別的方面，站在他面前的薩德威風得儼

然如同帝王。儘管身在囚牢，這個色情小說家卻可以擁有上等的筆墨，豪華的臥床、地毯和

飾物；他還可以導演戲劇；他與神甫說話時可以左右刁難，甚至辱罵神子耶穌。他受到外界

的攻擊與威脅之時，神甫千方百計地維護他的周全。應該說，神甫的朋友義務已經盡到極

處。他愛薩德，無論後者犯下多麼嚴酷的錯誤，甚至無法彌補，譬如醫生所言，薩德是殺死

瘋人院的女僕──也是神甫的愛人──美黛蓮的最重要的兇手，必須給予他相應的懲罰，醫

生主張割去薩德的舌頭，聽著房間裏那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喊叫，靠在門上的神甫也同節奏地

以頭撞牆，他內心的悲痛並不比受處罰者有所貧弱；在薩德臨終前的瞬間，俯視著這個不知

悔改的靈魂，神甫依然真摯地為他祈禱懺悔。是的，他與薩德之間沒有絲毫仇恨，他愛薩

德，他愛所有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天主的孩子。

但他象徵的權力──神學，卻與薩德象徵的權力──肉欲，有著無法消弭的矛盾。一個是性

靈之上，一個則認同「肉身的欲望就是一切」；一個是禁欲主義者，一個是縱欲主義者──

他們都將「靈」與「肉」對立起來，並分別據守其中的一端，堅定猶如磐石。這便註定了他



們永無牽手的可能，而只是徒勞的感化，還有激烈的戰爭。但我們又能在《鵝毛筆》中看

到，神甫與薩德都無法擺脫對方所代表的權力的糾纏。神甫的愛欲使他在電影的後半段舉步

維艱，他愛著漂亮活潑的美黛蓮，卻又不敢承認對她的愛，這是對天主的犯罪。在一番激情

狂吻之後，他對心愛的女子說，我愛你，可隨即又補充，因為你是天主的女兒。這是他的兩

難。最終，他愛的人死了，他與冰冷的屍體完成了性愛，高潮的那一刻，耶穌塑像的眼睛開

始流血。這是何等悲切的隱喻。

薩德的日子也不好過。儘管他是個信仰上的虛無主義者，他只信仰肉欲，在信徒看來，這根

本算不上信仰。他整天寫那些宣講性變態與性虐待的色情小說，鼓動潛伏在人們心靈幽暗處

的撒旦。事實上，這個人比《卡拉瑪佐夫兄弟》裏的兄長伊凡還要絕望。可當他得知，死去

的美黛蓮居然是個處女，他徹底垮掉了，身體順著牆壁癱軟到地上。一種美好的念頭戰勝了

他精神天地裏所有的污濁，神甫說，畢竟，因為你的心中還有愛。這是靈，行走在光潔的水

面。魔鬼是沒有靈的，而薩德不是魔鬼，神甫早就說過，他僅僅是一個被魔鬼迷惑住心竅的

邪惡的書寫者。他是有靈的，所以神甫從未放棄對他的拯救。

好了，我終於要直面那個意味深長的鏡頭，那是神甫與薩德最後的交鋒。在漆黑的地牢裏，

被割掉舌頭的薩德用自己的糞便在牆壁上寫滿文字：淫穢、色情、決絕的牆上書寫（尼

采）。神甫舉著火把來了，望著昏迷不醒的薩德，祈望做臨終前的拯救。他割開薩德口邊的

套索，將他喚醒，然後將十字架放到他的嘴角，讓他去親吻耶穌的塵世信物。──讓人驚悚

的事情發生了，薩德猛然咬住十字架，用力地吞了下去，死了。十字架成了殺人的兇器。到

底是耶穌拯救了薩德，還是謀殺了他？神甫已經喪失了回答這些問題的信心，最終精神崩

潰。電影的兩大主角都落得同樣淒慘的結局。這場戰役沒有勝利者可言。──也許有的。我

聽到這樣隱秘的聲音，薩德死於十字架，他成了教諭肉欲書寫的耶穌；而發瘋的神甫，卻開

始了薩德式的書寫。薩德是勝利者。

七 書寫的暴力

《鵝毛筆》的終結一幕，是崩潰了的艾比神甫被當成瘋子關進了囚牢，新任的院長──同樣

是一個年輕英俊而略顯憂鬱的青年神甫──在醫生的陪同下前來探望，艾比對這個似曾相識

的影子說，你若有善心，請給我羊皮紙和筆墨，我看見過魔鬼的臉面，我要繼續書寫那尚未

寫完的故事。聽到這話的新神甫開始驚惶失措，最後在艾比絕望的狂喊中倉皇逃離。而接下

來的鏡頭更富戲劇性，美黛蓮的盲母親，給艾比送來清洗乾淨的床單，裏面藏著紙筆和墨水

──這無疑是當年的美黛蓮與薩德的一重化身。電影的最終一組畫面，是瘋子艾比手執鵝毛

筆，虔誠地伏案而奮筆疾書，潮濕的情境裏同時迴響著他的告白：親愛的讀者，下面這個故

事是由艾比神甫寫的，故事很血腥，人物墮落，主題也不健康。但要尋真理，就要認識罪

惡，這樣才能全面洞察人性。

艾比步上薩德的灰暗後塵，成了又一個肉欲的書寫者。然而，為甚麼要書寫？為甚麼要執迷

不悔，乃至置生命於不顧地書寫？薩德因為肉欲書寫（還有變形的性作為）而進了監獄，後

來被轉托到瘋人院，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對書寫的嗜好，書寫已經沉積為一種無可治癒的疾

病，讓他真正地發瘋（同時，書寫也證成著存在的勇氣，沒有書寫，活著就喪失了意義）。

最初他是將故事寫在紙上，由美黛蓮偷偷傳出印刷；在被沒收了所有的紙張筆墨之後，他用

燒鵝的骨頭，蘸著紅酒，將故事寫在床單上；為了阻止他的書寫，艾比搬走了他的傢俱、床

單及一切飾物，但薩德又將故事寫在穿著的衣服上，用自己的鮮血作為墨水；終於，他被剝



離得一絲不掛，連假髮也被除去，但他又通過囚牢牆壁的縫隙，由瘋子們轉述，將故事宣講

出去；這導致了美黛蓮的死，因此，他被割去了舌頭，言說的權利遭致淪喪，可這個瘋子，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以糞便作顏料，將故事塗在牆上。這聽來讓人感覺恐怖，可它卻實在地

發生。沒有了舌頭的薩德，本身已化為一條顫慄的舌頭，宣告著肉欲書寫的時代的赫然降

臨。

為甚麼要書寫？為甚麼要書寫性虐待，而不是歡快的頌歌和讚美詩？為甚麼要書寫這些可能

促使人們犯罪的肉欲，而不是光明和美好的一面？面對神甫的質問，薩德的回答是，世界又

不是我創造的，那些邪惡已然存在，我只負責記錄下來；他以一幅傲慢的口氣說，年輕人，

我見過地獄，而你僅在書上讀過。依照這些顯明的言論，我們似乎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薩

德是作為見證者而書寫的，他只是為了告知人類這個世界的真相；至於說為甚麼要寫盡惡的

一面，道理也很簡單，因為這一面已為善的陰影濃重掩蔽住了，必須將它清晰而完整地呈現

出來──如同影片結束時艾比神甫的獨白：「但要尋真理，就要認識罪惡，這樣才能全面洞

察人性。」在作為歷史與生活的見證者的意義上，艾比跟隨著薩德的腳步。

但艾比真的在追隨薩德嗎？他追隨的是真正的薩德嗎？除了發瘋，除了對書寫的病態迷戀，

除了以「洞悉全面的人性」這一目的而進行肉欲書寫，他們的命運又將在哪些方面出現重

合？之於薩德，刺激他書寫的原由，並非僅僅是記錄和見證世界──如果是，那他就難以作

為一個忠實的記錄者而名動後世；他在記錄的同時，已經暗藏著一種強烈的價值取向，價值

的刀鋒直指判決他是瘋子的世俗社會的道德。理性的啟蒙精神，還有更早的神權思想，都是

肉欲書寫的天敵。在敵方的沉重壓制與逼視下，書寫構成了一種暴力行為：不僅是「寫」，

而且是「做」──於瘋子薩德，沒有其他的抗擊方式可言──它的毀滅性力量既施予對手，

也會禍及自身。這正是暴力書寫的難處。甚至說，這是一種天然的疾病，書寫者內心的欲念

被書寫的暴力點燃，令他無法自控，身不由己。肉欲書寫使書寫衍變成了足以與肉欲相抗衡

的欲望，它主宰著薩德後期的生命。薩德不停息地寫，寫在被單上，寫在衣服上，寫在舌頭

上，最終寫在牆上。書寫是魔鬼對薩德的詛咒，讓他飽嘗欲罷不能的痛楚。輕盈的鵝毛筆是

一個絕妙的反諷，因為它必須承擔與本身並不相符的書寫的重量，承擔瘋子們對書寫無與倫

比的狂熱的愛欲。當然，我還要指出，艾比神甫的書寫並不能與薩德同日而語，書寫之於曾

經篤信上帝的神甫，至多是一種悔改，一種信仰的轉向；而之於堅信肉欲才是生命本質的薩

德，書寫的雙重暴力性充溢著末世狂歡的氣息，它在召喚新世界的同時，也是對自我生命的

哀悼（也可以說，那一場災難過後，美黛蓮死了，薩德死了，神甫是唯一的倖存者，所以他

的書寫才是一種哀悼，對兩位亡靈，也是對逝去的基督教精神；而薩德的書寫，因為註定不

為他生活的時代所容，所以只得決然指向著未來，「我的文字不朽」──這個讓人恐懼的先

知）。

八 哲學的缺席

如我所言，堅持肉欲書寫的薩德是個不折不扣的詩人，我願意將他與伊凡並提，儘管他並沒

有寫出伊凡式的長詩，但對於禁欲主義的啟蒙世界，每一部宣揚肉欲敘事的小說都是一首激

揚的詩歌。如果能肯定薩德的詩人身份──醫生代表政治，神甫代表神學，這些是無須存疑

的──那麼我便可以說，《鵝毛筆》所展示的，是詩歌、政治與神學三者之間的尖銳衝突。

它們相互對抗，又尋求衡平與苟合的契機。最後，神學權力黯然退場；艾比神甫向薩德的轉

化，暗示著神學對詩歌的妥協；變臉後的洛高醫生開始印行薩德的小說，可以說是政治權力

與詩歌的合作，即使前者的顏面有所損傷，但將瘋子們成功改造，也是無上榮耀的功德。



《鵝毛筆》的收尾是近乎完美的，因為沒有哪個場景能如此映照出啟蒙之後現代世界運轉的

和諧常態。

但我卻悲傷地發現，在這場紛亂的爭鬥中，有一種事物無奈地缺席：哲學（當然，這是古典

意義上的，現代哲學已向政治投誠，換上了科學的臉譜，它在影片中一直閃現）。我希望這

是導演的有意為之，正如我有意讓美黛蓮在我的書寫裏缺席一樣。這個在熊熊火光裏悲壯慘

死的女子，周旋於三種權力之間而無法自拔，無法投入那個瘋人院外的黑衣騎士的懷抱，那

才是她的家園，她的烏托邦。她知道與艾比的愛是不可能的，對於神甫，她不是聖潔的天

使，而是黑色的撒旦，正是她的死，導致著神甫轉向為一個惡的書寫者。對於薩德，她只是

一個傳送作品和泄欲的工具，薩德如尼采一樣鄙棄女人，儘管到了後來，她化為一種美好的

象徵，擊碎了薩德的惡念，但這僅是瞬間的轉機，她的獻身，並沒有將薩德教化為一個良人

──這個惡棍至死還在書寫淫穢的故事。而對於醫生，美黛蓮卻是無足輕重的，醫生把她當

成與神甫、與薩德鬥爭的道具，同樣也可以說，她成了這場政治紛爭最無辜的犧牲品──美

黛蓮遭殺害之際，醫生本來有解救的可能，但他冷漠地皺了下眉頭，轉過身去，順帶還拉緊

了門，以防止美黛蓮呼救的聲音傳了出來。一個青春的生命，就這樣隕落於三方的角力。政

治、神學與詩歌之間的爭鬥委實太過慘烈。

但也正是美黛蓮，讓我發覺到哲學在啟蒙之後顯現的可能。《鵝毛筆》中最具哲學精神的一

句話，就是出自這位妙齡少女之口。當情欲沖發的薩德要和她做愛，她狠狠地打了他一個耳

光，氣憤地說：「有些事情是只能寫，而不能做的。」──為甚麼只能寫而不能做？哪些事

情「非如此不可」？這不正對應著柏拉圖關於哲人的教誨？不正對應著哲學與「言辭的城

邦」的關係？瘋子薩德不但寫了，而且做了（書寫與暴力的合流），這不僅顛覆了古代性，

更將啟蒙精神與現代性推向了極端。作為政治人的醫生正是看中了薩德「做」的一面，才甘

願印刷發行他的作品。既寫又做的薩德「成了現代社會的英雄和聖徒，後現代社會的先知」

（友人王恒語），他的確是不朽了，只是他沒有看到，這兩種社會都已淪陷於虛無主義的深

淵。不能辨別「寫」與「做」的邊界，就難以懂得溫順與節制的美德，也就模糊了「可能」

與「不可能」的界限，最終，「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允許的」。

但我們並沒有理由給予薩德過多的指責，我們不能漠視他所置身的語境：瘋人院、啟蒙之

後。他死後的一百年，德國人尼采才開始發瘋，才開始痛切地攻擊基督教和啟蒙人士。如果

說尼采是薩德的精神後裔，那麼我們可能更容易理解，為甚麼在《鵝毛筆》裏，哲學是處於

缺席狀態的──整個啟蒙以來，曉得「寫」與「做」之區分的哲學就一直枯竭著，掛著青黃

不接的病容。如果能承認尼采的話：「如今，哲學應是文化的毒藥」，那麼我們也可以領會

美黛蓮現身的意義：一個曖昧的藥引子。她的死，似乎正昭示著現代人對這種藥方的質疑。

他們更折服於薩德的魅力，情願在肉欲書寫的虛無主義大道上永久狂奔下去。

出於對過去的哀悼，還有對未來的期望，我願意在薩德的墓碑上刻下這樣的銘文：

我死了，你們還活著。

你們不認識我如同你們不認識世界。 

我的遺容化作不朽的面具， 

迫使你們彼此相似： 

沒有自己，也沒有他人。 

…… 

所有的眼睛只為一瞥而睜開， 



沒有我的歌，你們不會有嘴唇。 

而你們傳唱並將繼續傳唱的 

只是無邊的寂靜，不是歌。

──歐陽江河《公開的獨白》

 

後記：寫下這些沉重的文字，一種久違的虛脫感撲面而來。這是一部折磨我已有半年之久的

電影。我不否認它的缺憾，但我更願意認可它的偉大與深刻。本文的寫作得益於張志揚先生

的評論《死去的是美黛蓮》和我的學長王恒博士的回應文章《死去的是美黛蓮？》，在此表

示謝意。可惜沒有聽過劉小楓先生關於《鵝毛筆》的講座，不然會有更完好的論述。

僅以此文獻給我尊敬的王恒學長，和親愛的楊慧磊師弟，沒有與前者的幾次交談，我無法理

清一條明晰的思路；沒有後者寄來的影本，我不會如此快速地將文章寫出。也感激我們的

「野獸的城邦」，沒有這個友愛的共同體，就沒有我今日的欣慰。

2005年4月10日改定於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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