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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ying Horse of Maria Pinto is written by Linda Christanty, 2013 S.E.A Write Award winner, Indonesian writer and journalist. The work tells the story about Yosef Legiman, an Indonesian soldier in front line, and his enemy’s commander Maria Pinto. Based on close reading, this thesis will
do a thematic study of The Flying Horse of Maria Pinto, and focus on themes of war, class, and peace.
With a careful analysis of specific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theme, it
can make a thorough decoding of Linda Christanty’s work, with an attempt to arouse reflection on
war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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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是2013年东盟文学奖获得者——印尼作家琳达·克丽丝丹蒂(Linda Christ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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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重要作品，主要讲述20世纪后期印尼前线士兵约瑟夫·拉吉曼与敌军女指挥官玛利亚·品托之间
的故事。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解读作品主题，聚焦其中的战斗主题、阶级主题与和平主题，分析
与研究各个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挖掘其对作品展现的作用与价值，全面解读琳达·克丽丝丹蒂的艺术
表现能力和作品深层次思想，由此引发对战争与和平深层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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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短篇小说《玛利亚·品托的飞马》是印度尼西亚国内最高级奖项坤甸文学奖获奖作品同名短篇小说
集收录的作品。作者琳达·克丽丝丹蒂(Linda Christanty) (1970/3/18-)是 2013 年东盟文学奖获奖得主。她
曾两次获印尼国坤甸文学奖，两次获印尼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化中心散文奖，印尼国家级报纸《印尼罗盘
报》最佳短篇小说奖。《雅加达邮报》曾评价她：“琳达有着优秀的讲故事能力”(Oyos Saroso H.N.)1，
琳达的优秀文学功底让她笔下的故事有着独特的色彩。琳达现在居住于印尼首都雅加达，她不仅是一位
当代短篇小说家，还是一位新闻工作者。琳达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玛利亚·品托的飞马》(2004)，
文集《从爪哇到亚齐：政治，伊斯兰教，同性恋》(2008)，短篇小说集《塞尔玛的秘密》(2010)，文集《别
说我们是恐怖分子》(2011)，短篇小说集《在巴拉木尔噶布里，一只狗死去》(2012)，以及作品《那霸市
的蓝鸟：冲突，悲剧，和解》(2015)。琳达所写的故事中多以历史政治事件为背景，以政治为主题，展现
战争的残酷，表达对和平的渴望。琳达的作品以印尼文版居多，但是《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不仅出版
了印尼文版，还有英文版本。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却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出印尼
战争中的各种关系与问题，充斥着各种思考与不定，充分展现了琳达独特的艺术表现和印尼小说的情怀。

2.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简介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于 2004 年出版，在印尼文学圈内引起强烈反响，2007 年小说英文版发表。
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于 20 世纪后期的东南亚，来自东帝汶(位于东南亚，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后被印尼
占领，于 2002 年正式独立)的少女玛利亚·品托与敌对印尼军方一名前线士兵约瑟夫·拉吉曼在战争中
发生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候，女主角玛利亚·品托是雅加达一所知名大学学生，后来家乡传来暴乱的
消息，玛利亚被号召回国拯救家乡的人民。回到家乡后的玛利亚接受了当地的巫师传授的祖先流传下来
的法术，并被赐予一匹飞马作为坐骑。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是玛利亚的敌军——印尼军队的一位普通
前线士兵，他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哥哥已经在战争中去世，约瑟夫本人经历了多次战争。在一次
躲避敌军追捕的过程中，约瑟夫进入到一间小屋，在这间小屋中他遇到了熟睡中的玛利亚·品托。因为
受了重伤，约瑟夫很快晕了过去。但是在晕倒之前，约瑟夫在恍惚中看到玛利亚施展法术救他，而不是
杀害他。约瑟夫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空地上，离自己所在军队的驻扎地不远。约瑟夫认定是玛利
亚救了他，然而这一事实却不被他的战友所认可。后来，约瑟夫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发现自己误杀了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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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曾经在前往前线的火车上遇到的一位女士。约瑟夫曾向这位女士诉说过自己的战争经历，以及他和玛
利亚·品托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而这些是他无法向战友倾诉的。对这位女性的误杀让约瑟夫内心充满了
难以言表的痛苦。最后，罹患抑郁的约瑟夫在恍惚中仿佛看到玛利亚·品托骑着飞马向他伸出手，他伸
手想要拉住玛利亚，却从高楼中坠落身亡。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以具体发生在印尼的历史政治事件为故事的背景，《玛利亚·品托的飞马》
的译者多琳·李(Doreen Lee)说，“琳达的这些故事中所影射的政治事件主要是 1945 年印尼革命，
1965~1966 年印尼大规模屠杀事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占领东帝汶事件等”( [1], p. 4)。1945 年印尼革命
是指，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后，印尼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尼人
民在许多城市举行游行，要求解除日本武装，夺回被日本占领的铁路，电视台等资源，8 月 18 日，共和
国正副总统通过选举诞生，并且通过批准了共和国宪法，革命取得成功。1965~1966 年印尼大规模屠杀
事件是指印尼对华侨，中共党员的恶意迫害事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占领东帝汶事件是指，1975 年 12
月至 1999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实施的军事占领与实际统治，而在此期间，印尼军总共造成了
18 万东帝汶人丧生。历史上的战争总是伴随着伤害，死亡，创伤。琳达笔下的人物就是这些战争中的平
凡小人物，正是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描写战争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才更能看出政治对于广
大民众的影响，引起共鸣与深思。
本文将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深入文本分析，探讨《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体现的战争主题、阶级主
题以及和平主题。挖掘多琳·李(Doreen Lee)所说的“琳达所创作的主题是比较大众化的——政治”( [1],
p. 2)，揭示琳达在表现传统战争与和平主题上的独特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价值，旨在拷问和平与战争冲
突并存的当今世界，以引起大众对战争与历史的反思。

3. 战争主题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故事对男女主角的角色设定都是战场
上的战士。显而易见，作品当中最突出的是战争主题。琳达在文中表现战争主题时，有别于传统的战争
表现手法——直白地描写血淋淋的战争场面，“歌颂正义的民族抗战，重点描写战争的进程，再现某一
具体的战役、战斗，歌颂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赞美英勇杀敌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同时，谴责非正义的侵
略战争，揭露敌人的暴行”[2]，她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去描述战争的具体场景，没有描述战争如何宏大，
而是以自己独有的女性敏感，以及作为记者的敏锐观察力，通过一种充满诗意，优美但又忧伤的语言对
战场进行描述，“黄昏下，约瑟夫·拉吉曼看到玛利亚·品托骑着飞马穿过大海。突然卷起一阵一阵的
风，发出嘶嘶的声音。空中回响着女巫们的奇怪咒语，一切芳香美丽的生物都消失了，只剩下躯壳”( [3],
p. 5)。“女巫们的奇怪咒语”为战场营造出了一种神秘感，“芳香美丽”，“消失”，“躯壳”，这些
用词充满了诗意，但是如此诗意的语言却是用来描述战场，琳达用这样矛盾的表现手法突出战争对于美
好事物的伤害。
在对总体的战场环境做出交待后，文中进一步对女主角玛利亚·品托的身份进行了介绍，玛利亚本
是一名该在安全的“象牙塔”中享受人生最美丽时光的普通学生，但因为战争，她不得不放弃稳定的生
活，加入战斗：“一开始玛利亚·品托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在雅加达的一所知名大学学习……当玛
利亚被长老们号召回去完成她的使命时，她的家乡正被一场灾难席卷。她所在部落的巫师指定玛利亚为
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传授给她祖先流传下来的法术和一匹飞马，因为她就是祖先们口中那个被选定的带
有使命的人”( [3], p. 5-6)。琳达以玛利亚从学生到战士的转变经历，向大众传达着一个讯息：看似遥不
可及的战争其实离生活很近，看似和平的世界也同时存在着战争。除此之外，文中隐含的真实战争历史
背景则更加明显地突出了战争主题。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这个人物身份的设定是印尼军队的一名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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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玛利亚的家乡与约瑟夫所在的印尼军队之间正发生一场战争。这些信息都明显地指向东南亚历史
上发生的 1975 年东帝汶爆发内战事件，以及 1975 年至 1999 年印尼对东帝汶占领事件(在此期间，印尼
军总共造成了 18 万东帝汶人丧生)。以这样的战争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琳达给予了文本故事一定的真
实性，这更能引起读者共鸣。
琳达对战争主题的细腻而又独特的表现手法，还体现在对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这样一位普通前
线士兵的外貌以及心理状态描写方面，并以此来委婉地控诉战争对人们所造成的伤害和创伤。小说中对
于约瑟夫·拉吉曼的外貌描写如下：“他的脸就像破布娃娃一样，脸上布满了疤痕……脸上满是针线的
伤疤。眼神忧郁，靠近眉毛处有许多斜线般的伤疤”( [3], p. 6)，“破布娃娃”，“针线”，“伤疤”这
样的词形象地表现了战争对于普通士兵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对于约瑟夫的心理问题描述则是：
约瑟夫要“为自己的罪过进行忏悔”( [3], p. 7)，“医生说他处于深度抑郁的状态，他需要有一个和平安
静的地方来修养”( [3], p. 8)，即使在短暂的休憩中，约瑟夫所想的也是焦虑的战事，“如果我们处在错
误的位置，敌方会觉察到我们的痕迹，我们便会轻易地被发现”( [3], p. 7)。这更直白地说明了约瑟夫作
为士兵，对于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深怀罪恶感，战争对于他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
除此之外，在琳达的文字之下，还隐藏着更多的信息。约瑟夫的抑郁只有医生明明白白地知道，他
自己可能都无法明白自己的内心到底有多孤独：自己的兄长在战争中死去：“六个月之前，他的兄弟在
敌人的折磨下死去”( [3], p. 7)，他远离了自己唯一的母亲：“今天早晨我的母亲又哭了……我的母亲心
理受到了创伤。可怜的妈妈，但是，这是我的选择”( [3], p. 6)，他和相爱的人也无法在一起：“她的家
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p. 7)，甚至约瑟夫在被玛利亚所救之后，对他的朋友说起自己的经历，他的
朋友们也并不相信他，他们“感到困惑且有点受惊吓，只认为约瑟夫是记忆缺失了”( [3], p. 8)。如果说
战争直接对约瑟夫的心理造成伤害，那么亲人的去世，远离家乡，和爱人分别，朋友对他的不信任，这
些都间接地加重了他的精神伤害，而所有这些发生在约瑟夫身上的悲剧又都可以说是由战争所间接造成
的：是战争夺去了他兄弟的生命，是战争让他和母亲，和爱人分离，也是战争让自己的朋友变成了陌生
人。这些无处诉说的痛苦和孤独，让约瑟夫对于火车上所遇到的陌生女人都可以卸下防备，向她讲述了
自己在战争中所遭遇的一切，并且，
“对于向这位女士分享他可悲又可怕的故事，他觉得有一种释然感……
在这个火车上遇到的陌生女人身边，他感到平静”( [3], p. 7)，“这是只存在我俩之间的秘密”( [3], p. 8)。
琳达平静的文字之下，隐含的是战争所带来的那种无法言语的伤痛。琳达以真实的战争历史为背景，
通过独特的表现战争的艺术手法，体现出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细腻与敏感，关注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
并且通过主人公身心的创伤表达出对战争的无声控诉，“从普通士兵的角度表现战争的残酷与荒谬……
强调个体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 [4], p. 95)，引发大众对战争的反思。

4. 阶级主题
小说中除了明显的战争主题，对于阶级主题的体现也值得关注。对于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的家庭
情况介绍是：“约瑟夫来自农民家庭，很穷。能填饱肚子就很困难”( [3], p. 7)。而约瑟夫心仪姑娘的家
庭条件远在他之上：“她的一位叔叔很有权利”( [3], p. 7)。贫穷的约瑟夫因为经济差距，阶级差距而不
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的家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p. 7)。在这之后，处于社会下层的约瑟夫选
择去了战场，因为“入伍当士兵让我们感到被人尊重”( [3], p. 7)。由此可以看出，约瑟夫会选择去参军
当士兵，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战争似乎能让他从原有的阶级中挣脱出来，可以让他得到大家的尊重，可以
让他减小和心爱的人之间的阶级差距，给了他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的希望。但是真实的情况依旧未变，
约瑟夫依旧处于社会的阶级下层，他甚至和火车上遇到的那位陌生女人都存在着阶级差距：“你还能去
上大学，有闲钱去旅游，多好啊”( [3],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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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玛利亚·品托的飞马》故事所发生的 19 世纪后期，印尼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印度尼西亚
这个国家在互联网上的资料中显示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印尼的经济发展自 1968 年以来取得一定成就，
但是 1997 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印尼经济大幅衰退，货币贬值、通膨高踞，直到 1999 年经济才开
始缓慢复苏。当时的印尼社会阶级分层明显，“学者和政策分析家都承认印尼存在着社会层次分明的事
实，讨论了社会阶级可以按照种族、经济、宗教或者政治术语来进行区分”( [5], p. 11)。琳达在文中通过
约瑟夫与心爱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与火车上陌生女士的阶级差距，塑造出了一位在经济落后的印尼社
会中生存的下层男孩形象。因此约瑟夫对于战争能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看法，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下层
人民的普遍认知，人民对于战争所抱有的美好希望与残酷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战争没有带来想象中的
荣誉，而是更多的伤害。由此战争与经济落后，阶级差距之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
决。琳达笔下塑造的约瑟夫是政治大环境下的牺牲品，阶级差距让他和心爱的人分开，阶级差距让他不
能享受真正的生活。通过约瑟夫的经历，琳达反映的是整个印尼社会中的下层人民生活。而造成他们不
幸的根源就是政府，因为“尽管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印尼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群体，与其说是阶
级的关系不如说是经济、宗教和社区的关系”( [5], p. 11)，下层阶级的出现是长期以往的各种社会问题与
矛盾堆积的结果，仅单纯地想利用士兵的地位掩盖下层阶级的事实是不可行的。在阶级差距不断扩大的
时候，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难题，而是致力于战争，这种对于战争的
热衷会不断误导群众。
琳达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以小说的形式抨击了政府的弊病，但她所做的不仅是对社会问题的批判，
还有对这些弊病提出改变的建议，为充满痛苦与不满的社会找到出路，以一个文人的素养提出救赎的希
望。这样的救赎希望清晰地体现在约瑟夫身上。首先，约瑟夫·拉吉曼有自我救赎的意愿，无论方法对
错，他还是希望经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阶级状况。再次，社会中也存在救赎的可能性，虽然约瑟夫处于
社会阶级下层，但是他与中上层阶级的姑娘相爱了，这表明爱情没有阶级之分；约瑟夫·拉吉曼也能和
火车上的陌生女士友好交流，虽然他们之间的受教育程度不一样，经济状况也不相同，但是依旧有共同
的话题，彼此愿意倾听对方。因此琳达并没有对约瑟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更多的是对社
会，对政府的不作为行为的批判。物质的差距不能阻挡精神与心灵的交流，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
尽管社会阶级差距真实存在，但是不同的阶级并非敌人，他们愿意去相互交流，相互沟通，阶级问题有
希望得到解决，下层人民能够得到救赎。

5. 和平主题
文中所体现的战争主题和阶级主题，其实最后都可以升华为和平主题。战争的目的或者意义“是国
家在政治需要时采取的非常行动，是政治冲突的极端化形式”( [4], p. 95)，20 世纪初的印尼作家，因为
身处反帝运动的浪潮中，在作品中会表现出对战争的渴望，“1920 年以后，名族反帝运动在印尼有了新
的发展，特别是 1920 年 5 月 23 日印尼共产党成立之后，印尼任命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地在印尼各地燃烧
起来。这时对印尼文学发展很有影响的新闻事业也因而发展起来”( [6], p. 118)，但是琳达和这些印尼作
家有所不同，她在文中并未歌颂英雄主义，没有给读者描述战场上热血沸腾的雄伟气势，她关注的是战
争中的个人，通过战争中个人的命运折射出与国家政治意识相对立的观念。通过叙述前线战士约瑟夫经
历的战争苦难，琳达让大家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无言伤痛，“思考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体现
出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悲剧艺术感染力”( [7], p. 46)，她想呼吁的终究是和平。
在去往前线战场的火车上，琳达这样描述约瑟夫的心情：他“无法闭上双眼睡去。他的困意已经消
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愤怒感”( [3], p. 6)。约瑟夫在愤怒什么？是愤怒整个社会环境中战争不断，
自己无法平静下来？还是愤怒作为一个战士，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给大家带来一点和平的曙光，不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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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战斗的意义何在，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或者说两者皆是？琳达没有给出具体的解答，将问题留给读者，
将读者带入到约瑟夫的角色中去感受普通士兵对和平的渴望，引起无限的思考。琳达还以约瑟夫的视角
对火车内外的场景作出描述，而这些情景也正是约瑟夫心境的反映。“火车经过交错的湖泊、盐田、柚
木林、农场、稻田还有居民的房屋。信号灯的灯光在窗户玻璃上闪过又消失”( [3], p. 7)，火车外风平浪
静的世界，烘托了约瑟夫内心对短暂宁静所珍惜的心情。火车内“疲惫的人们在褪色的蓝色毛毯上睡去。
时不时地有轻微鼾声从附近传来，一位老爷爷与他的孙子在讲笑话，传出欢乐的笑声”( [3], p. 7)，车内
人的安静，欢乐与约瑟夫经历的痛苦形成鲜明对比。乘客们下车之后，依旧“重新开始日常的对话”( [3],
p. 9)，而约瑟夫却是去往战场，尽管他也想“去散步，理清一下思绪”( [3], p. 9)。琳达以士兵的视角观
察普通人的生活，用和平与战争的鲜明对比来衬托出和平的难能可贵。
除此之外，文中设定的男女主角玛利亚与约瑟夫之间的复杂关系则体现了更为宏大的人文关怀与人
道主义精神。玛利亚的使命是击退敌人，保护自己的国家的人民。但是在战场以外，她清楚地知道自己
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当她看到受伤的敌军士兵约瑟夫·拉吉曼时，她做出决定，救助这个士兵。约瑟
夫在被玛利亚所救之后也是一直念念不忘，他向别人吐露自己与玛利亚之间发生的一切，说明他自身在
战场之外也并未将玛利亚看作敌人，而是一位救了自己的恩人。玛利亚与约瑟夫是敌军的关系，本应该
势不两立，但是“为什么玛利亚·品托没有杀了他？为什么他那么傻，没有拿起步枪刺入那女孩的太阳
穴”( [3], p. 8)，这是约瑟夫一直反思的问题，也是小说以外的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既然彼此有和平相
处的可能性，为何战争还一直存在？
除了通过人物角色的经历以及相互关系来突出和平，琳达在《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所运用的魔
幻现实主义手法也是她对和平渴望的最有力证据。在现实的战争中大家对伤亡或许无可奈何，但是在文
本当中，琳达运用的魔幻现实手法给予了战场的伤亡一丝光明。玛利亚·品托用法术救了约瑟夫，这说
明虽然文中的战争是对现实历史的一种影射，但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又将这场战争想象化了，将
现实战争中不可能出现的因素表现出来，表达出琳达内心对于和平的诉求。因此琳达塑造的玛利亚可以
说是和平的象征，是给和平带来希望的人。所以小说的最后，约瑟夫在恍惚中看到玛利亚，即代表着他
背负罪恶的内心对于自身的厌恶与失望，渴望获得平静与安宁。
但是琳达又是以矛盾的叙事手法来表达和平主题。约瑟夫被敌军的玛利亚·品托所救，约瑟夫的母
亲对于他上前线的忧虑与伤心，以及文中所说“在战争中想找的真正和平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3], p. 8)，
“这个世界对于士兵太残酷”( [3], p. 9)。通过这些话语，琳达虽然明显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却更是讽
刺了和平的难以实现，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对于百姓生活的伤害。琳达的这种矛盾性在男主角约瑟
夫·拉吉曼身上得到了体现。约瑟夫在文中表现出了战争给他带来的矛盾心理——他既希望能安安稳稳
的生活，和爱人在一起，不想受伤，也不想伤害别人，“但我从未射伤过玛利亚·品托和她的飞马”( [3],
p. 6)，但是他又享受着战争给他带来的荣誉，是“一种混合着自豪与悲痛的感觉”( [3], p. 7)。在这两种
对立价值观念的冲突下，最后约瑟夫终于崩溃，借助幻像中看到的玛利亚·品托，约瑟夫似乎得到了一
种解脱，他向她伸出手，最终从高楼上坠落身亡。琳达给予约瑟夫的悲剧结局，也是一种开放式的结局：
战争如大家所愿那样被挑起，但最终的结果是否又如所想那样能解决问题？血淋淋的现实告诫我们：通
过战争，和平这条路是实现不了的，最终带来的只有死亡，战场就是可怕的地狱。琳达笔下的人物找不
到和平的出路，无论是约瑟夫还是那位火车上的女士，最后均已死亡作结局，最终只有死亡才能终结这一切。
琳达对和平的呼吁，以及对和平能否实现的矛盾性以及模糊性表达，引发的是读者自身对于和平的
无限思考：战争已经如愿以偿地进行，最终的结局毫无退路。正如有学者所说，“历史已经证明：‘惟
有和平本身’，此外，‘没有路可以通向和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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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通过聚焦《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的三大主题：战争，阶级，以及和平，本文发现琳达在小说中，
以优美的语言对比残酷的战场景象，从普通前线士兵的经历入手，微妙而又细腻地表现了战争带来的创
伤，关注普通人在残酷战争中的悲剧命运，体现出深沉的人文关怀，写出了和平的可贵。她通过给予约
瑟夫死亡的结局，一个极端的结局，来试图拷问大众：战争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和平到底如何实现？琳
达一方面控诉战争，渴望和平，一方面却不明确最终能否实现和平，而是将这一问题留给大众去思考，
这种细腻委婉的表现手法，作品中的模糊性与矛盾性的体现，也正是琳达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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