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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的谋杀案

《我的名字叫红》表面上颇似悬疑小说，仿佛作者娓娓道来的是一桩悬案。不仅如此，作者对这桩悬案似乎

很感兴趣，他绕的弯子很多，似乎一再替嫌疑人做掩护，竭力不让其露面或者不让读者识别出来。嫌疑人即使

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切还需要读者自己做判断。因为作者借用了叙事学中的不可靠的叙事人来进行讲述，所

以每一个出场的人物说出来的话都不一定可信，哪怕是自言自语，也说不定是对某种事实的故意掩盖。
就小说中出现的一系列谋杀案来说，案情都是扑朔迷离的，显然作者的主题并不在案情的破解上，而在于

通过这些案情所展现出的矛盾冲突上。虽然奥斯曼大师和黑将橄榄认定为杀人凶手，不过这种认定有某种个

人利益在里面，因为苏丹陛下要求他们必须找出凶手，否则都要受到连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把橄榄作

为一种牺牲品给予揭发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橄榄说他们之所以供出他，一方面是嫉妒他的才能，另一

方面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才这么做的。初看起来橄榄是牺牲品，虽然橄榄招认了是他杀死了高雅和姨夫的，

但这种招认是在黑用金针刺入他眼球的情况下招认的。不过从作者的前后描述来看，橄榄是凶手的嫌疑最

大。判定橄榄是不是犯罪嫌疑人，从他的招认与第一发案现场的情景进行比照就可以看出眉目。如果一致的

话，那他无疑是凶手；如果有出入的话，那他就不一定是凶手。虽然作者故意模糊了这些，但从作者的前后描

述来看，还是能看出作者的明显指向。
高雅被杀后，作者通过受害人高雅的视角，讲述了谋杀时的场景。当时凶手还听了听他是不是还有呼吸，

摸了摸他是否还有脉搏，之后又朝他肚子上踹了一脚，然后搬起他扔进井里。隐身的凶手对姨夫也讲了他杀

死高雅的经过。他当时哄骗高雅，说金子埋在井边，高雅急不可耐地用手去挖金子，凶手趁机将其杀害。橄榄

供出的跟这些内容差不多，说他愿意给高雅钱，钱不在修道院，在别的地方，他们茫无目的地来到一个空旷

处，恰好有一口井，橄榄说井边有金子，然后高雅就去用手挖，橄榄趁机杀了他。从这些梳理可以看出，橄榄应

该是凶案的嫌疑人。
杀害高雅和杀害姨夫是同一人所为，姨夫遭杀身之祸时，凶手明确告诉说是他杀了高雅，然后举起墨水

瓶，狠狠地砸向姨夫的脑袋。凶手连续三次举起墨水瓶砸向姨夫，直至姨夫彻底死去。凶手心地之狠毒由此可

见一斑。
由于作者叙事手法曲折委婉，凶杀案情扑朔迷离，黑也容易让人产生是凶手的怀疑。黑和谢库瑞的相恋因

为姨夫的干涉而告吹，所以他对姨夫怀有芥蒂也是难以避免的。黑担心别人怀疑他是杀害姨夫的凶手，他在

姨夫死后故意装作还在和姨夫谈话，以此来掩盖某种真相，这难免不让人对他产生怀疑，就连谢夫盖也这样

问他：“是你杀了我的外公吗？”甚至他本人也担心财务大臣会怀疑到他身上。在某种程度上，黑对自己的清白

很不自信。除了黑之外，哈桑的举止也令人生疑。哈桑是谢库瑞丈夫的弟弟，他也爱上了谢库瑞，谢库瑞觉得

哈桑就是谋杀她父亲的人。另外黑也一直把哈桑作为心腹之患，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凶手也是想谋杀黑的一

个人，“我望着黑的头、脖子、他忽高忽低的肩膀、他那令人厌恶的走路姿势———仿佛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纡尊降

贵，心底紧紧缠绕着深沉的仇恨。”“我几乎克制不住强烈的冲动，只想抓起一块石头冲过去砸向他的脑袋。”①

《我的名字叫红》：文化融合的一种焦虑
⊙兰守亭［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杨中举［临沂大学传媒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5］

摘 要：本文探讨了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所表达的焦虑意识，并认为这种焦虑源于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尖

锐冲突。帕慕克描写谋杀案的目的主要是用来揭示文化融合的艰难性，而这种艰难性的书写，也恰恰反映出了作者

思想深处那种具有忧郁特征的焦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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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凶手对黑的一种心理感受。而哈桑和黑的敌对

情绪最为强烈。在黑看来，哈桑是一位宗教狂热分

子，也许什么都能干得出来，黑一直担心哈桑及其手

下会算计他，黑甚至曾认为哈桑会通过谋杀高雅和

姨夫来嫁祸于他。黑曾经想向法官揭露是哈桑谋杀

了姨夫大人的。因此哈桑也可看作是这桩谋杀案的

嫌疑人。
凶手一直隐藏于作者的叙述当中，这一方面反

映出作者叙事技巧的高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人本

身的多面性。人在私下场合的“我”和公开场合的

“我”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甚至从日常习惯

中也可以通过伪装来混淆是非，难以鉴别出真假，人

性的恶与人性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在查证凶手的

时候，凶手故意把自己掩藏得滴水不漏，再加上外界

的猜测、谣传，让谋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进而增

加了小说的悬疑色彩。也正如凶手所感受到的那样，

一个城市色彩越丰富，它能藏匿人的过错与罪孽的

角落也就越多。
如果采取排除法，那么真正的凶手就会逐渐显

露起来。凶手在人们找出他之前，他也假惺惺地到受

害人高雅家里探望，甚至还在心里嘀咕黑的表现，

“忽然一阵安静，我感觉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

该哭吗？但我的眼睛却盯上了黑。那个卑鄙的混蛋，

他在打量我们每一个人，努力摆出一副他是姨夫大

人派到画家们当中来调查事实真相的模样。”凶手的

这些心理活动表明杀害高雅的凶手不是黑。哈桑不

是凶手，原因在于凶手应该是一位画师，是一个参与

了姨夫画坊的细密画家。凶手也被邀请参加画马比

赛，目的是通过这次绘画来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但

凶手为了不暴露自己，他这次画了一匹全新的马，他

从而隐藏了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哈桑只是一

个布贩商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将哈桑排除在外。
事实上，奥斯曼大师和黑通过绘画比赛将橄榄

认定为谋杀凶手也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凶手故意在

绘画中压抑了自己，呈现出的是另外一个我，那么通

过绘画认定就不一定准确。奥斯曼大师根据风格判

断，相信裂鼻马是橄榄的作品，尽管他不认为橄榄是

杀害高雅和姨夫的凶手。他从直觉上更倾向于鹳鸟

是杀害高雅的凶手，在他看来，鹳鸟更贪婪和愤世嫉

俗，鹳鸟谋杀的动机很明显，同时他也打算把鹳鸟交

给刽子手。黑只身找到蝴蝶想打探详情，却被蝴蝶制

服，于是他们一起潜入橄榄空无一人的家中，发现了

一张绘有裂鼻马的插画，只是不清楚是谁画的，于是

他们去找喜欢打听闲话的鹳鸟询问，同时也是想在

鹳鸟家里找到一些鹳鸟是凶手的证据。鹳鸟积极合

作的态度让他们打消了对鹳鸟的怀疑。由于苏丹陛

下给奥斯曼大师查找凶手的三天时间的期限快到

了，找不出凶手的话他们都将会交给酷刑手的，在这

种情急之下，找出所谓的凶手来洗刷他们的污名显

然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他们又去找橄榄打听情况，橄

榄否认裂鼻马出自他的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橄

榄认定为凶手，并用金针刺中他的眼睛让他招认。橄

榄拼命逃离他们的控制后，打算到印度寻求新的生

活，临走时想看看他度过了二十五年岁月的画坊，不

料却被哈桑误认为他是黑的同党而将其一剑杀死。
谋杀案背后的文化冲突

高雅是苏丹装饰画坊里画插画的，他的被杀是

一桩悬案。如果能找到他被杀的原因，那么无疑也就

能够找到谋杀者。作者借用高雅死后的心理活动，传

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

的阴谋，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
睁大你们的双眼，探究在你们信仰、生活的伊斯兰世

界，存在着何种敌人，他们为什么要除掉我，去了解

为什么有一天他们也可能会同样对你们下毒手。”这
些表明，高雅的被杀显然是源于一种激烈的文化冲

突。高雅曾指责凶手制作出的图画是歪门邪道，是一

种罪过，是对伊斯兰宗教的亵渎，并诅咒像凶手这类

人应该在地狱的最底层被火炼烧。很显然，高雅对伊

斯兰教的狂热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凶手杀死高雅先生，因为高雅先生毁谤姨夫大

人和他的书，并散布谣言，试图煽动其他为姨夫大人

工作的细密画家反叛他，高雅先生否定插图、绘画以

及为姨夫工作的画师们信仰的一切。“高雅先生是个

恶毒、卑鄙的叛徒，是个人渣！”凶手几乎要为除掉高

雅先生欢欣鼓舞了，却发现姨夫态度冷漠，仿佛要将

他这个凶手举报出去，然后交给行刑的刽子手。在这

种情形下，凶手绕到姨夫大人背后，拿起又大又重的

青铜墨水瓶，使尽全力砸向了姨夫大人的脑袋。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凶手杀死高雅先生，是因为高雅先生

反对姨夫对欧洲绘画风格的接受。姨夫召集来的绘

画大师画出一张奇特超常规的图画，这幅画具有半

威尼斯、半波斯风格，它显然是文化融合的结果，这

种绘画方法自有其迷人之处，可这种方法并不被极

端主义思想者所接受。高雅先生是一个鲁莽、极端的

家伙，他要是出面指控姨夫具有法兰克异教思想的

话，就会危害整个细密画家群体。“因为他毁谤您、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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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和我们，他正准备召集埃尔祖鲁姆人努斯莱特

教长的信徒们来对付我们。他认定我们落入了魔鬼

的手中，认定我们做出了不信教的事情。他开始散布

谣言，试图煽动其他为您的书工作的细密画家反叛

您。”很显然，凶手是站在姨夫这一边的，就连姨夫也

这样认为：“在我的内心深处，甚至在想着他杀死高

雅先生或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位已故的镀金大

师……会把我们大家都毁了的。”“面对这位我独自

与他共处一室的凶手，我的心底隐约升起了一股感

激之情。”
凶手之所以对姨夫产生杀机，源于两人思想上

的一些差异。如果高雅先生是极端的伊斯兰宗教主

义者的话，那么凶手则是极端的反伊斯兰宗教主义

者。而姨夫只是一个文化融合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让

艺术发展进步就是一种优秀的艺术。互不熟悉的艺

术家起初只是采用自己古老的风格进行绘画，随着

时间的推移，相互之间出现争执、冲突、同化，之后就

会有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他在文化融合中看到了

新的希望，“两种之前从未接触的风格，在此融合，创

造出了一种新的神奇”。他对正统的和纯正的艺术追

求几乎是持怀疑态度，“没有任何事物是纯正的。”
“真主统领东方和西方，愿真主保佑我们远离正统者

和纯粹者的想法吧。”在姨夫看来，细密画家们在穆

斯林城市中搞绘画，会面临着更大的禁忌与危险，教

长、传道士和神秘主义者们总对他们进行攻击，指控

他们犯有亵渎罪，他认为真正的细密画家应该忍受

这种痛苦和恐惧。姨夫这些文化融合的主张显然和

凶手的思想有分歧，再加上姨夫在谈话中流露出的

一些观点对凶手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细密画家中有

一位杀人凶手。我将与黑先生一起继续制作我的

书。”这些话甚至让凶手产生一种担心，担心姨夫会

举报他，会把他交给行刑的刽子手。这种情形之下，

凶手内心中仿佛有魔鬼在操纵他，终于让他对姨夫

下了毒手。因此可以说，凶手砸死姨夫大人也是一种

将错就错的行为，其根源就是凶手和高雅在信仰和

文化观上的冲突造成的。
事实上，“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帕慕克的一贯

主题。在这之上，则是深陷这一漩涡的个人命运”②。
小说所描写的这一系列的谋杀案背后隐藏的是一种

没有硝烟的文化冲突。在探寻谁是凶手的过程中，作

者分别审视了不同细密画家所属的思想派别，并刻

写出了他们之间重重的矛盾冲突。橄榄不信仰任何

东西，这种人由于流亡的经历，会随时根据环境来调

整自己不适应的地方。蝴蝶和祖鲁姆教长的追随者

关系密切，而教长和他的信徒们对异质文化又相当

抵触，那些对威尼斯绘画风格和法兰克风格感兴趣

的画师们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就要担当一定的风

险。鹳鸟在画艺上并不拘泥于伊斯兰人的风格，他兼

收并蓄，他的画风与威尼斯大师的美学手法类似，因

此他的技艺超人。姨夫受到过威尼斯大师们绘画技

艺的影响，并更新了自己的绘画观念，也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苏丹陛下让姨夫制作图画，姨夫制作出的图

画带有一定的欧洲文化影响痕迹，这在正统的伊斯

兰教徒看来，是犯了亵渎罪，亵渎了宗教，嘲讽了在

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这自然就会激起以高雅先

生为代表的极端的伊斯兰宗教主义者的嫉恨，而高

雅先生的嫉恨又激起了反宗教狂热分子的恐慌，这

些重重纠结的矛盾展现出的是细密画家们在特殊环

境中艰难的生存境遇。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焦虑

小说中的画师们生存于伊斯坦布尔这座特殊的

城市中，从地理位置来看，伊斯坦布尔是东西方文化

的交汇处。画师们作为创造者，总是习惯于听从自己

的创造良知，善于吸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

创造，这样总会身不由己地去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

这样就出现了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形，以姨夫为

代表的画师们，为了让画作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主动地去接受威尼斯画法和法兰克风格的影响，虽

然他的所作所为面临着很多的危险，但他并没有为

此而屈服。在宗教狂热分子者看来，画师们应该因循

守旧忠于自己的传统，画师们试图成为创造者显然

挑战了安拉的权威，因为在《古兰经》里，只有安拉才

是真正的创造者，挑战安拉的权威就是对安拉的亵

渎，因此会受到安拉最严厉的惩罚。正因如此，姨夫

才把欧洲绘画看作魔鬼。魔鬼自有魔鬼的能耐，魔鬼

能让人不自觉地走向罪孽，这反映出姨夫对欧洲绘

画技法既接受又拒斥的矛盾心理，接受是源于欧洲

绘画的高超的艺术性，“这些被法兰克艺术家如同儿

戏般骄傲把玩的技巧，不仅可以为崇高的苏丹陛下

增加魅力，更可以成为服务于宗教的一股力量，让所

有看到的人都受其左右。”拒斥则是源于姨夫是伊斯

兰绘画的继承者之一，再加上他对欧洲风格的接受

与借鉴———不过这一开始就遭到了苏丹陛下的反

对。尽管苏丹陛下的宗教意识并不是极端的，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他也是开明的，他也愿意同威尼斯人和

睦相处，他只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内心的秘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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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之间要想融合所面临的严峻

复杂的形势。
小说中还反复刻画了犹太人吊死鬼的形象。在

伊斯兰人的孩子们看来，犹太人就是精灵、幽魂、鬼

怪的化身，“吊死鬼犹太人的幽魂经常在此地徘徊。”
“精灵、幽魂、鬼怪……他们随风而来，藏身于家具里

面，在寂静中发出声响。所有的东西都会说话。我不

需要大老远来这里，就可以听见他们。”很显然，犹太

人的形象对他们来说是有威胁性的，是一种不祥的

象征。孩子们的这些观念无疑都是大人们灌输的结

果，这些其实都会导致人们思想中对异质文化根深

蒂固的抵触情绪。犹太人是信仰耶稣基督的，而伊斯

兰人是信仰真主安拉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抱

有敌意，必然会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与抵触，在此基

础上，文化融合的进程必然面临着诸多的障碍。
小说表面上看是一部具有诡异色彩的谋杀推理

故事，实际上作者通过这场谋杀事件，拼贴勾勒了奥

斯曼帝国时期不同文化、艺术、宗教融合的艰难，所

以作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要寻出谋杀的真相或谋杀

背后的真凶，他关注更多的则是文化融合过程中所

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冲突及由此给人们所带来的一种

精神上的焦虑。“像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表明的那样，

帕慕克坐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桌子旁，俯视着连接

着———同时也是在分开着亚洲和欧洲的那座桥梁。”③

那座桥梁其实就是一种沟通融合的桥梁。
文化融合的冲突表现尤为明显的是英格兰国王

送给苏丹陛下的时钟，这个时钟成为异教徒的一个

象征性标志，虔诚的教徒和苏丹陛下甚至将其视为

眼中钉，由此可见文化融合阻碍有多么巨大。到了后

来继任的统治者的时候，文化融合的进程变得更加

艰难，此时苏丹统治者实在不愿意迁就自己，于是抓

起长矛把时钟和上面的雕像砸个粉碎。由于对文化

融合采取拒斥的态度，绘画艺术没有得到更多的营

养补充，于是便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下去，绘画仿佛变

得无人理会，过去的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小说通过叙写苏丹时期画师们的故事，鲜明地

表达出了帕慕克本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那种焦虑

意识。“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是帕慕

克在其作品中想解决的第一大问题。从地理方位而

言，土耳其地跨东西方，受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双向影

响，土耳其人民在生活中深切地体会着两种不同文

化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

碰撞、冲突和融合也就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帕

慕克的作品不但要反映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还在

其作品中探讨怎样解决这一冲突，希望对此冲突进

行融合。”④就帕慕克在小说中表明的立场来看，他的

思想是包容的，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他对伊斯兰人某

些守旧观念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是以一种审视的态

度来观照和挖掘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质的。他认为即

使时至今日，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依旧是难以

融合，各自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信仰，互相轻视，互相

攻击，这种情形，已经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格

格不入，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取长补短才是不同文

化共生共荣的必经之路。唯我独尊，将异质文化视为

异端文化毕竟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帕慕

克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质疑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

不仅如此，他对国家改革的可能性也心存疑问。”⑤这

些质疑和疑问显然是他对文化融合的一种焦虑。

①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以下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不

再另注。

② 沈志兴：《奥尔罕·帕慕克发现文明冲突和交错的新象

征》，《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0月，第68页。

③ Pico Iyer, A View of the Bosporus [J].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ew York Times; Sep 30, 2007; pp. 16.

④ 李伟荣：《“呼愁”———理解帕慕克作品的一片钥匙》，《湖

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108页。

⑤ Erdag Goknar, Orhan Pamuk and the“Ottoman”Theme[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Nov/Dec 2006; 80, 6;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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