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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中的盼望1 
—《一聲不吭》，一部基督精神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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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有三位德語作家獲

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九四六年是黑塞（Hermann Hesse），

一九六六年是薩克斯（Nelly Sachs），一九七二年則是伯爾

（Heinrich Böll）。在此期間，黑塞加入了瑞士國籍，薩克

斯加入瑞典國籍。因此，伯爾其實是唯一一位真正的德國獲

獎者。他的獲獎象徵着世界文化界對德國戰後文學的首度承

認與肯定。 

伯爾於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德國科隆一個虔誠的天主教

家庭，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天主教教育。今年正是這位被稱

為「德國良心」的作家誕辰一百周年之際。 

與當時的一批德國青年作家一樣，伯爾也經歷了殘酷

的前線，一九四五年才從美軍戰俘營被釋歸鄉。經歷了狂

熱的希特勒專制統治和灰暗恐怖的戰爭，他的母語德語那

時已經被糟蹋為散播法西斯意識形態、煽動政治情緒，甚

至害人奪命的一具腐屍。伯爾說，在那些政治詞彙中，「有

些詞如同被施了魔法，咒語般附在我們自由快樂長大的孩

                                                             
 1. 本文係作者於二〇一六年夏在德國科隆大學（Universität zu Köln）德語語言文學系訪學

期間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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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身上」。2伯爾所代表的一大批從戰俘營「還鄉」的戰

後德國青年作家，既不得不繼續用德語創作，又與戰爭期

間的「流亡文學」（Exilliteratur）或「內心流亡文學」（Innere 

Emigration）傳統脫離。政治語言對他們的毒害是直接深入

的，而憑藉這種已全然死去的語言，他們不但無法表述歷

史，更無法建立廢墟中的盼望，因此就必須首先在廢墟中

重建有生命力、自由的語言，必須站在零的起點，用新的

語言、形式和風格書寫「廢墟中的人與國」。 

正因如此，年輕的伯爾對德國廢墟文學先鋒作家博爾

歇特（Wolfgang Borchert）推崇備至。博爾歇特也在前線經

歷了戰爭，但卻英年早逝。一九四七年，他在自己最重要

的戲劇作品《在大門外》（Draußen vor der Tür）首演前一

天去世。博爾歇特以一種冷峻簡潔的語言來表現戰爭給德

國和德國人留下的傷痕與重負，看似沉着冷靜的態度其實

絕非旁觀者的漠然，絕非出自虛偽的人道，而是出自同為

受難者的深切悲憫。博爾歇特如此描述廢墟文學的「詩性

語言」： 

 

我們不再需要平靜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是喧鬧的。我們

不需要語法精良的詩人，我們對過於精良的語法沒有耐心。

我們需要的詩人有着炙熱沙啞的嗚咽般的情感，稱「樹」為

樹，稱「女人」為女人，說「是」也說「不」：大聲清晰地

重複，沒有虛擬式。3 

 

伯爾的語言明顯受到了博爾歇特的影響，簡樸中透出

                                                             
 2. 伯爾，〈語言作為自由的庇護所〉，載黃鳳祝、袁志英等編譯，《伯爾文論》（北京：

三聯書店，1996），頁 45-55。 
 3. Wolfgang Borchert, “Das ist unser Manifest”, in Wolfgang Borchert, Das Gesamtwerk, (ed. 

Michael Töteberg; Berlin: Rowohlt, 2007), p.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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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意，苦澀的幽默中暗藏悲涼。伯爾特別欣賞博爾歇特傑

出的短篇小說《麵包》（Das Brot），認為在這短短篇幅中，

「人的全部卑微和全部偉大盡收眼底—正如從 X 光照相

上可以看到受傷者鼻骨後的頭蓋骨一樣」。4長篇小說《一

聲不吭》（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從某種意義上來

說正是加長版的《麵包》。 

伯爾於一九五二年在「四七社」（Gruppe 47）刊物《文

學》（Die Literatur）上發表〈關於廢墟文學的自白〉

（Bekenntnis zur Trümmer-Literatur）一文，論述「廢墟文

學」作家的感受與訴求，這是他首次表述自己的文學理論

思考。5他於同年開始創作的《一聲不吭》，可以說是將這

份理論思考付諸實踐的嘗試。小說於一九五三年由科隆的

奇維出版社（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出版，立即獲

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國戰後文學團體「四七社」創始人漢

斯．維爾納．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甚至稱其為「德

國戰後最優秀的作品」，6伯爾也藉此聲名鵲起，獲得當年

的德國批判家獎。在諸多評論中，這部作品都被冠以戰後

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之名，此後的眾多闡釋也都圍繞「婚

姻」、「女性」、「小人物」等主題來解讀，強調小說中

「毫無保留的真」。7 

在中國，由於多數讀者普遍懷有濃厚的「諾貝爾獎情

結」，所以伯爾的作品早在文革結束後的最初幾年就已被譯

介到中國。上海譯文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就出版了錢鴻嘉先

生翻譯的《一聲不吭》，且起印數高達七萬四千冊，但隨後，

中國讀者對這部作品卻淡然置之，國內學界對伯爾也重視不

                                                             
 4. 伯爾，〈博爾歇特的聲音〉，載黃鳳祝、袁志英等編譯，《伯爾文論》，頁 22-26。 
 5. 參見伯爾，〈關於廢墟文學的自白〉，載黃鳳祝、袁志英等編譯，《伯爾文論》，頁 4-9。 
 6. Hans Werner Richter, Briefe (ed. Sabine Cofalla; München/Wien: Hanser, 1997), p. 127. 
 7. Karl Korn, “Eine Ehe in dieser Zei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9 (4. 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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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其原因或許是這部作品相較同時期被譯介的薩特、卡夫

卡等，不夠「現代」。8即使在為數極少的研究中，也多從

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出發進行闡述，或關注作家對天主教

的批判，而忽略了小說中更為根本的宗教意象，這種情況一

直延續至今。本文則從作者對「一聲不吭者」這核心形象的

刻畫切入，剖析三重意義的「回家」與其背後的三種愛，將

這部作品解讀為一部「基督精神小說」。 

與《麵包》一樣，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對經歷了二戰苦

難的底層夫婦。丈夫弗雷特（Fred）是一所宗教機關的電

話接線員，收入微薄，而且嗜酒，妻子克特（Käte）帶着

幾個孩子蝸居在異常狹小貧寒的屋子裏，隔壁住着養尊處

優、虛偽冷酷的房東弗蘭克太太（Frau Franke）。這位房

東聲稱愛上帝，其實連「愛鄰舍」都無法做到，對貧困的

鄰居苛刻惡毒。夫妻兩人雖彼此相愛，卻連獨自相處的空

間都沒有。極度拮据的住房條件讓丈夫心煩意亂，以致暴

躁地失控毆打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因此離家出走。小說描

述的故事發生在兩天內：這對結婚十五年，依舊彼此牽掛，

卻已分居兩個月的可憐夫妻，約好在外共度一個週末。故

事由此展開。 

 

一、「一聲不吭」者 
「一聲不吭」這一書名出自小說第四章末，期待與丈

夫在週末會面的妻子克特，懷着對無情現實的哀傷與憤

恨，在蝸居處聽到四面八方傳來教堂的禮拜聲、音樂聲、

佈道聲，但唯有遠處依稀傳來的一首黑人靈歌能扣動她的

心弦，歌手用沙啞的聲音唱着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場景：「他

                                                             
 8. 參見李建立，〈海因里希．伯爾的中國遭遇〉，載《中國比較文學》86（2012），頁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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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釘在十字架上，／他一聲不吭」。9

此時，唯一能平復她內心怒火、能寬慰理解其痛苦的，不

是教堂裏所讚美所宣講的「至高者」，而是這首黑人靈歌

歌詞中描述的沉默受難者耶穌。 

雖然這首歌在小說中只出現了這麼一次，但小說通篇

都賦予了在沉默中忍受苦難的「一聲不吭」者們特殊的光

彩，尤其是女性的「一聲不吭」者。這或多或少也與伯爾

的個人經歷有關，他有一位溫柔善良的母親和一位與他同

甘共苦的妻子，他的生涯似乎沒有遇見過甚麼「壞女人」。

小說女主人公克特既非德國傳統意義上被 3K（Kirche, 

Küche, Kinder［教會、廚房、孩子］）束縛的女性，也不

是全然被解放的現代獨立女性。她的存在對於丈夫和孩子

極其重要，她不僅擁有她丈夫所不及的細膩敏感，而且比

男人更能直面嚴峻荒誕的生活，獨自在「沉默」中迎接希

望。同樣，男主人公弗雷特記憶中的母親也同樣是個「幾

乎一言不發」10的沉靜的女人，即使自己處在貧困中也會盡

力去幫助更貧窮的人。這些「一聲不吭」的女性，不僅只

是默默忍受苦難，也積極地在沉默中用行動給予愛。 

小說中另一個「一聲不吭」式人物是「木屋小吃店」

裏性情溫良的女掌櫃。這家簡陋的小吃店裏溫暖的咖啡、

剛出爐的甜餅，特別是內心純淨的掌櫃小姑娘，為來來往

往、懷揣各種不幸的底層小人物們帶來了安慰和希望。伯

爾在草稿中甚至直接將這部小說稱為「木屋小吃店」。這

家樸素的小吃店在小說中與盛大的教會構成了奇特的對

比。它向人們展示了二戰後雖然微小卻異常珍貴的希望，

它代表着通過積極行動—幫助、饋贈、服侍、原諒所成

                                                             
 9. Heinrich Böll,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1953), p. 60. 
 10. 同上，頁 11-12。 



姜林靜 

 342 

就的愛與信任。這家小吃店，正是廢墟中存在希望的美好

見證。 

在法西斯政權時代，德國教會既有少數犧牲捨己、堅

持真理的教會領袖和信徒，更留下了苟且虛偽甚至為虎作

倀的歷史罪責。從表面上看，伯爾這部小說中與「一聲不

吭」者相對應的，正是這類虛偽冷酷的神職人員、信徒，

以及戰後的德國天主教會。但伯爾的批判對象其實並非只

局限於此，而涉及超越具體宗教及社會現象的更根本性問

題。伯爾在訪談中說，即使沒有發生戰爭，沒有出現納粹，

他的小說《一聲不吭》也不會是另一番模樣。11雖然小說描

述的是經歷戰爭摧殘的德國人，但戰爭因素仍舊是次要

的，首要的是「神話－神學問題」（mythologisch-theologische 

Problematik），12這構成了小說中的基本對立：一邊是「有

聲」的理論，另一邊是「無聲」的實踐；一邊是「成為上

帝的人」—不斷大聲宣稱代表上帝、高高在上的教會，

另一邊是「成為人的上帝」—為世人的罪「一聲不吭」

地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這種對立在小說中無處不在。例如在小說第八章中，

女主人公克特獨自在漆黑的教堂裏，被一尊蒙着厚厚灰

塵、帶着齷齪污屑的天使像所吸引，但當她小心地將天使

臉上的灰塵吹走以後，「天使臉上的魅力也消失了」。13天

使像的顏色愈鮮豔，克特的情緒也就愈低沉。使她激動的，

是與她一樣被人遺忘的、沉默的天使，而不是精緻漂亮、

供人膜拜的天使。恢宏教堂裏的盛大彌撒儀式沒能使她受

壓迫的生命獲得救贖和解放，而在這所極不起眼的教堂

                                                             
 11. Heinrich Böll, Eine deutsche Erinnerung: Interview mit René Wintzen (München: dtv, 1991), 

p. 16. 
 12. 同上，頁 17。 
 13. Böll,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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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克特碰到一位神色憂鬱、鄉下人一般的神父，不知不

覺就向神父傾吐了心中的全部恐懼和痛苦，釋放了心中捆

綁着她的怨恨。 

接下來的故事裏，可憐的夫妻倆在齷齪的五等旅館會

面，妻子再次懷孕的消息對於赤貧中的家庭無疑是雪上加

霜，這時伯爾用看似冷靜的筆法，不斷重複旅館窗外廣告

牌上閃現的標語：「信賴你的藥材商吧！」14在無望的現實

面前，這諷刺性的標語帶來巨大的悲涼感。此時此刻，「信

賴」一詞如此蒼白無力，廣告牌上的標語「信賴你的藥材

商」與聖壇上的勸戒「信仰你的上帝」一樣沒有說服力，

教會的信仰已同商業兜售如出一徹，只是教唆人們「去

信」，卻與生活中的真切苦楚毫不相干，無論是肉體上還

是精神上，深陷苦難中的人依舊無力無助。 

「一聲不吭者」的形象在世界文學中其實由來已久，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 應 該 是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 Fjodor 

Dostojewski）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

故 事 中 一言 不 發 的耶 穌 形 象。 別 爾 嘉耶 夫 （ Nikolai 

Berdjajew）將這篇傳奇故事稱為「對基督自由的真正啟

示」。15故事通篇都是宗教大法官對基督的指責和控訴，而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耶穌只報以意味深長的沉默。耶穌

平靜地傾聽，並不反駁，最後忽然默默地走到大法官面前，

在這位九旬老人沒有血色的嘴唇上輕輕吻了一下。而大法

官也終於放走了基督，讓他走入城中黑暗的小巷。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伯爾最為推崇的作家之一，陀思妥

耶夫斯基對伯爾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他曾仔細研究過陀

思妥耶夫斯基，並廣泛參與相關討論。在一九七三年的一

                                                             
 14. 同上，頁 170。 
 15. Nikolai Berdjajew, Die Weltanschauung Dostojewskis (trans. Wolfgang Groeger; München: 

C.H. Beck, 1925),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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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演講中甚至說，當他談及對「謙卑」的認識時，並不歸

功於自己所受的宗教教育或啟示，因為那裏口口聲聲所說

的謙卑（Demut）其實不過是屈辱（Demütigung）；全靠前

前後後仔細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才真正理解了

「謙卑」。16 

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伯爾在作品中並沒有否認罪

性是人的本質之一，也沒有去美化淒涼世界上卑微人類的

行為，即使是被戰爭摧毀的底層小人物也並非無害，他們

也會憎恨，甚至也會將仇恨發洩到更無辜的孩子身上。伯

爾並沒有特別強調戰爭對「罪性」的激發，而是將「罪性」

普遍化。更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作家的伯爾並沒有冷酷地、

教條式地去「審判」人，而是懷着深沉的愛，在每一個有

缺乏的小人物中尋找希望。 

 

二、三重意義的「回家」，三種愛 
在小說的結尾，已經決意離開妻子與孩子的男主人公

弗雷特突然決心「回家」，小說在此戛然而止。有趣的是，

伯爾在創作《一聲不吭》的同年還完成了一部名為《遇見

我的妻子》（Ich begegne meiner Frau）的廣播劇，於一九

五三年四月八日在西北德廣播電台（der Nordwestdeutsche 

Rundfunk [NWDR]）首播，其情節與小說《一聲不吭》的

末章大體相同，可見伯爾定是特別賦予了這一看似唐突、

生硬的結尾以奇特的深層意味，可以說，正是這一結尾，

最集中體現了伯爾這部小說的基督精神意象。本文從三個

層面分析這一意味深長的「回家」結尾。 

首先，「回家」／「還鄉」是戰後德國文學最重要的

主題之一。包括博爾歇特、伯爾、格拉斯（Günter Grass）、

                                                             
 16. 伯爾，〈試論詩的理性〉，載黃鳳祝、袁志英等編譯，《伯爾文論》，頁 13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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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Günter Eich）等作家在內的一批經歷了戰爭的青年，

高呼着「砍光伐盡」（Kahlschlag）的口號，決心在戰後以

徹底嶄新的文學語言，為肉體和精神尋找「還鄉」之路。

因為無論對戰勝者還是戰敗者，戰爭都意味着屠殺和毀

滅，從戰俘營歸來的德國青年，必須面對的是一個無論在

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嚴重被毀的祖國。不僅如此，在肉體

「還鄉」後精神的無家可歸更加可怕，而這一切的發生絕

非僅僅源於希特勒點燃的戰火，這一切歸根結底源自人類

在宗教層面尤其是現代性處境中本質性的「失根」。在《一

聲不吭》中，男主人公弗雷特經歷戰爭歸來，面對的不僅

是困厄中的人民、墳場般的城市，更是這種全面「失根」

的現實，是被徹底摧毀的信仰、幾乎消失殆盡的希望。 

弗雷特從小喜歡去墓地，對死亡的必然性本來就懷有

一種與生俱來的領悟、甚至是「一種迷戀之感」：「這是

獨一無二的真理，對此我毫不懷疑」。17對死的確信，再加

之戰爭經歷，使他對甚麼都感到無聊厭倦、滿不在乎。他

離家後整日稀裏糊塗混日子，通過偶爾去墓地體驗實存

感。「虛無主義」構成了他性格中「冷酷剛硬」的一部分，

卻也造成了他的「軟弱無能」。這看似對立的兩種性格，

卻都源自「虛無」的危機，戰爭只是催化了本就存在的「虛

無」感。不約而同地，伯爾那一批戰後還鄉文學家都用他

們的筆對抗這種「虛無」感，用他們的筆參與重建家園，

正如博爾歇特在〈這是我們的宣言〉（Das ist unser Manifest）

一文中寫道的： 

 

因為我們是說「不」的人，但我們說「不」並非出自絕

望。我們的「不」是反抗。因為我們必須在「無」中建立一

                                                             
 17. Böll,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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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我們必須在「不」的自由空氣中、在大炮、彈孔、

戰壕和死者張開的嘴上建造房屋：在被虛無主義者清掃乾淨

的空氣中，用木頭和大腦，用石頭和思想重建房屋。18 

 

其次，小說結尾的「回家」顯然也是社會意義層面的

「浪子還鄉」—回到婚姻中的家庭。 

伯爾用冷靜卻溫柔的筆調刻畫了這對夫妻之間的愛

情。例如，當妻子問丈夫，為甚麼和她結婚，他的質樸回答

令人心動：「為了早餐，當時我在尋找可以一輩子在一起吃

早餐的對象，於是正如人們常說的，我就『選中』了你。跟

你一起用早膳可真夠味。同你在一起我從不感到無聊。」19 

雖然對從小接受傳統天主教教育的伯爾來說，家庭的

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婚姻」卻並非他小說的重點，作家

更為看重的是「愛的關係」。這也同樣反應在他的許多其

他作品中，他的大部分主人公甚至都處在婚姻之外：《喪

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中的女管家偶然墜入愛河、最後走上復仇

之路；《小丑之見》（Ansichten eines Clowns）中的小丑漢

斯（Hans）與虔誠的天主教徒女友同居，被拋棄後痛心入

骨；《女士及眾生相》（Gruppenbild mit Dame）中聰慧善

良的萊尼（Leni）勇敢表達對俄國戰俘鮑里斯（Boris）的

愛情。主宰主人公們行動的都是「愛的關係」。即使在描

寫一對夫妻故事的《一聲不吭》中，婚姻也岌岌可危地處

於邊緣，作品的核心依舊是「愛」。可以說，弗雷特與克

特之間最初的愛，表現為「慾愛」（Eros），用弗雷特的

話說，「你沒有打動我的心，可卻使我神魂顛倒」，20這種

                                                             
 18. Borchert, “Das ist unser Manifest”, pp. 522-523. 
 19. Böll,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p. 163. 
 20. 同上，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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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表現為一種「慾望」與「追求」，是美麗卻脆弱的，正

如柏拉圖在《會飲篇》（Symposium）對愛神「厄洛斯」（Eros）

的讚美。同時，這裏還包含了丈夫對妻子產生的「友愛」

（Philia）：21「每當我想起你時，我總彷彿看到你走下樓

梯，獨自在街頭徜徉，看到你採辦日用品，喂咱們小兒子

吃東西。這時我和你就心心相印了。」22但無論是「慾愛」

還是「友愛」，都沒能讓他擔負起與婚姻相聯的責任，沒

能阻止他選擇離棄妻子和孩子們，即使他的妻子明確表

示：「我知道你愛孩子們，也愛我，你非常愛我們。可是

你從來沒有想過，有一種處境使我們慢慢走向死亡，因為

你不跟我們在一起。你怎麼也忍受不了這種處境，便設法

逃避。你從來也沒有想過，唯有祈禱才能幫助我們。」23 

小說的結尾可以說是一個奇蹟。決定與克特分手以

後，弗雷特偶然在街上看到一個女人，一見到她，心就被

觸動了，在仔細打量這個美麗卻憂鬱的女人之後，弗雷特

猛然意識到，原來她就是自己的妻子克特。伯爾在此特地

強調了「觸動」一詞，因為這正是之前弗雷特多次重複的：

那麼多年來，他一直愛着克特，可她卻沒有「觸動」過他的

心。這場偶遇在他心裏燃起了奇妙的「聖愛」（Agape），24

那是因着對方的寶貴而生發的愛，不但以其為貴、以其為

榮，還以其為恩典、恩賜。經歷了這次「偶遇」的弗雷特

終於決意回家。伯爾筆下這一「愛的發展」，與德國新教

神學家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在其主要著作25中所提出

                                                             
 21. philia 在古希臘哲學與文學作品中，表示一種以「友情」、「兄弟情誼」為前提的愛。 
 22. Böll,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p. 180. 
 23. 同上，頁 175。 
 24. agape 在《新約》中專指上帝之愛。這個古希臘詞原指神聖的愛，即一種從神啟而得的、

拆毀自我意願的、不利己的愛。 
 25. 參見 Eberhard Jüngel, Gott als Geheimnis der Welt. Zur Begründung der Theologie des 

Gekreuzigten im Streit zwischen Theismus und Atheismu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77), 
pp.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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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慾愛」在愛的過程中的轉化如出一轍：這是一種從「愛

慕」（Zuneigung）向「關愛他人」（Zuwendung），最終

達到「自我付出」（Hingabe）的轉變過程。世俗的「情愛」

與「友愛」也同樣是愛，但珍貴之處在於，由此發展可以

轉化為離棄自我、付出自我的「聖愛」，而包含這三種愛

的伴侶關係，才能帶來真正的希望。 

正是在這第三層意義上，小說的結局更可以被解釋為

基督教意義的「浪子回頭」。 

故事終止在了決定回家的丈夫身上。儘管伯爾沒有再

繼續描述回家以後的丈夫，但可以設想，弗雷特回去所面

臨的家，依舊一貧如洗。他甚至將和妻兒一起面對更嚴峻

的考驗：又一個新生兒，雪上加霜的貧窮。弗雷特或許依

舊賺着微薄的薪資讓全家勉強糊口。但這就是伯爾選擇的

最終結局：以「慾愛」與「友愛」為基礎的家庭是脆弱的，

而「聖愛」構建了基督徒家庭的基石—正如伯爾在小說

中所描寫的和諧美滿的「聖家族」：聖母瑪利亞、她的丈

夫聖約翰和聖子耶穌，真正維繫這個家庭的不是他們之間

的血緣，而是「聖愛」。克特因着奇妙的「聖愛」，在丈

夫離棄她以後，雖然回家依舊面對冷嘲熱諷的房東弗蘭克

太太，但心中卻只有「悲哀」而不再有「憎恨」。弗雷特

因着「聖愛」從死的墓地回到有苦卻也有愛的家，從死的

無望重返復活的盼望。這不僅意味着改變其自我，更意味

着在盼望中改變其「生活世界」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伯爾在他的小說中並沒有系統地呈現

出一套愛的神學，但他對「愛的進路」的文學性描述，卻

能與許多神學家關於「愛」的討論碰撞出火花。 

伯爾顯然也將「人類的愛」（「慾愛」、「友愛」）

與「上帝的愛」（「聖愛」）區別開來。慾愛與友愛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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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產物，其本質就是「自愛」，而聖愛則是一種純粹由

上而下的「恩典」，它的結果便是自我否定、自我付出，

是一種具神聖責任性的愛。但是與奧古斯丁不同，伯爾沒

有將「人類的愛」與「上帝的愛」徹底割裂，26而是在小說

中將「愛」描述為一種人際關係與人神關係的共存，人類

也可以是愛的行動者，只要有聖靈驅使，就如小說結尾男

主人公所感受到「心臟奇妙的顫動」。27伯爾不否定身體或

天性的慾望與情感，而是尋求內在轉變的可能，這一點，

事實上與基爾克果在《愛之工》（Kjerlighedens Gjerninger）

中對愛的論述十分接近。28基爾克果將「聖愛」與「慾愛」、

「友愛」區分開來，認為後兩者是優先的愛，只有「聖愛」

是一種自我否定的愛、責任的愛。他從「你應該愛」出發，

進而討論「愛人如己」的誡命所賦予人的責任，人類的愛

必須與神聖的愛相連接。較之基爾克果，伯爾賦予「愛」

的世俗維度以更豐盛的意義—「人類的愛」不僅可能發

生轉變，還能推進甚至超越愛者本身。《一聲不吭》就是

這麼一首全方位愛的頌歌。 

同時，伯爾通過這個「浪子回頭」的結局也再次強調

了「實踐」。愛是行動，而非感覺。廢墟中的希望在於實

際去愛，而不是口頭上宣揚愛，廢墟中的人與國，都不可

能被人文「治癒」，而只能依靠在信、望、愛中「寬恕」

與「被寬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愛」。正如那個樸素

的「木屋小吃店」，在順服與忠心的行動中付出愛，這正

                                                             
 26. 奧古斯丁認為萬惡之根為「貪愛」（cupiditas），萬善之源為「仁愛」（caritas），由

此將「上帝之愛」與「人類之愛」徹底割裂開。參見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
其博士論文《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 Versuch einer 
philosophischen Interpretation），其中深入探討了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 

 27. Böll,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p. 187. 
 28. 參見沙朗著，王忻、葉月玲譯，《愛的神學》（香港：明風出版，2014）。作者在書中

清晰總結了基爾克果在《愛之工》中所提出的愛的現象的神學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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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穌在《新約》中所描述的「聖愛的誡命」。29 

伯爾一直很欣賞並推崇一批法國天主教作家，如里昂·

布戶瓦（Léon Bloy）、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和貝

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但他卻一直拒絕別人將他

標榜為「天主教作家」（katholischer Schriftsteller）。伯爾

甚至拒絕「基督教小說」這一概念，因為他認為基督徒創

作的文學同樣只能以文學的尺度來衡量，一位基督徒藝術

家越是注重風格與表現形式，其作品也就越富基督色彩。30

作家的意識形態、政治派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自由的

語言和自由的表達。充滿想象力的文學可以給予的正是沉

默中的盼望，詩性的力量將超過擁有權力的政治和教會。

這或許正是德國新教神學家潘霍華所說的宣講真理的「新

的語言」：「也許完全不是一種宗教的語言，而是一種解

放與拯救的語言，就像基督自己所用的語言一樣。」31 

從作者生平看，雖然伯爾與他的夫人為表示對德國天

主教會稅法的抗議，於一九七六年一起退出了天主教會，

但他從未放棄過他的基督教信仰。一九五三年的《一聲不

吭》雖然通篇充滿對剛剛經歷戰爭年代的教會異化現象的

嚴厲批評，但這種批判卻絲毫沒有指向基督精神本身。通

過三重意義的「回家」與對「三種愛」的文學性解讀，這

部小說甚至可以被視為伯爾的信仰表白。德國神學家漢

斯．昆（Hans Küng）對伯爾的評價應該是非常準確的： 

                                                             
 29. 《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37-40 節：「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

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
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30. Heinrich Böll, “Rosen und Dynamit”, in Heinz Linnerz (ed.), Gibt es heute christliche 
Dichtung? (Recklinghausen: Paulus Verlag, 1960), pp.7-9. 

 31. Dietrich 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München: Siebenstern Taschenbuch, 1966),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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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這麼一位作家，他能在個體中展現普遍性，在極端

中展現示例性，在天主教中展現基督教，又在基督教中展現

人性。32 

 

德國戰後一批神學家，如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

和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都非常注重採用「世俗」

哲學家的宗教意涵，而作家伯爾作為基督徒，也同樣注重

在「世俗」中引入宗教意涵。《一聲不吭》的確不是一部

「天主教小說」，但作家通過文字展示的「答案」卻讓這

部小說如鹽溶化在水裏一般融匯着基督精神，沉默的耶穌

在《宗教大法官》中的最後一吻展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答案：上帝的愛。同樣，《一聲不吭》中男主人公的「回

家」也展現了伯爾同樣的答案：只有聖愛才能戰勝存在的

殘酷，這便是廢墟中的盼望。 

 

關鍵詞：伯爾 《一聲不吭》 廢墟 盼望 愛 

 

作者電郵地址：janetamen@gmail.com 

                                                             
 32. Hans Küng, “Ein heimatloser Katholik? Heinrich Böll und die Sehnsucht nach Humanität”, in 

Hans Küng & Walter Jens, Anwälte der Humanität. Thomas Mann, Hermann Hesse, Heinrich 
Böll (München: Kindler Verlag, 1989),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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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And Never Said a Word) is 

an early novel by the German author Heinrich Böll,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72. This year is 

the 100th Birthday of this writer who was regarded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Many current interpretations 

focused on themes such as “marriage” and “lower-class 

peo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its religious meaning and reads 

it as a Christian novel. 

Those who “never said a word” in the novel reflect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as well as the lower-class people who 

struggled for a living in silence in post-war Germany. By 

analyzing the motive of “homecoming” i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and revealing the three kinds of love depicted in the 

novel,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heological problem in this 

literary work and bring Böllʼs “hope” to light: The disaster of 

war can only be overcome through a love in the 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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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fic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homecoming of spirit won’t 

be possible without God’s love. 

 

Keywords: Heinrich Böll;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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