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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偵探小說簡介及「西班牙新偵探小說」之興起 

偵探小說一直是備受爭議的文學作品型類(genre)，它雖擁有廣泛的讀者

群，卻不為文學批評家所重視，而被冠予「庸俗文學」(low literature)、「通

俗/大眾文學」(popular literature)的稱號。然而不容否認地，七 0 年代於西

班牙蓬勃興起的偵探小說，在該國文壇卻造成極大的迴響。偵探小說不僅是普羅

大眾閒暇之餘的讀物，也是許多作家藉以批判社會的工具。此外，隨著後現代文

化的興起，許多文學創作者巧妙地運用通俗文學作品型類於其作品中，就連一向

不被重視的偵探小說，也成功地脫離非主流的趨勢。 

一 般 而 言 ， 偵 探 小 說 可 分 為 兩 大 派 別 : 傳 統 英 式 推 理 小 說

(British/classical detective novel) 及 美 國 硬 漢 偵 探 小 說 (American 

tough/hard boiled school)。以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及克南•朵林(Conan 

Doyle)為代表的英式推理小說，強調嚴密的邏輯分析，刻意營造懸疑氣氛，作家

筆下的偵探則具有超人的推理能力(神探福爾摩斯)，是維護社會正義的使者。美

國硬漢偵探小說 (西班牙文譯為 novela negra americana)崛起於美國經濟大蕭

條時期，它在形式及意識型態上皆有別於傳統英式推理小說。在形式上，美國硬

漢偵探小說家諸如達錫爾•漢梅特(Dashiell Hammett)、瑞蒙•千德勒(Raymond 

                                                 
1 在本研究裏，筆者採用由西班牙出版社 Planeta 於一九九七年為慶祝主角卡爾瓦羅「誕生」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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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dler)不再玩弄推理遊戲，誰是兇手已不是重點，能夠運用寫實手法刻劃社

會百態，反映社會陋習才是他們的主要訴求。因此，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ism)

成為該類小說的重要特色。此外，美式私家偵探不再是社會正義、公理的代言人，

轉而是既剛強、又憤世嫉俗，但卻往往必須為生計奔波的凡人。許多文學評論者

皆認為，七 0 年代末期興起的西班牙偵探小說較接近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的模式。 

如同美國二 0 年代大蕭條時期有助於批判文學的發展一樣，七 0 年代隨著佛

朗哥的過逝，西班牙適逢進入轉型期，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城市犯罪率大幅增高，

其中尤以暴力、娼妓、警政貪污等問題最為嚴重，而這些問題也成為日後西國偵

探小說作者關注且批判的主題。此時，西國出版界又大量翻譯美國經典偵探小

說，再加上知識份子的重視與投入，在在均促使西班牙文壇產生一群以美國硬漢

偵探小說為創作模式的作家。然而這群作家並未完全承襲外國模式，而以西國本

土人事為主，試圖發展出屬於西班牙的「西班牙新偵探小說」。 

 

二、馬奴爾•發斯葛•夢達爾曼作品簡介 

來自巴塞隆納的馬奴爾•發斯葛•夢達爾曼(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自六 0 年代即開始創作，不僅寫詩、寫社論、也寫小說，曾任職報界多年，也熱

衷於政治活動(資深的共產黨員)。在七 0 年代因撰寫一系列以貝貝•卡爾瓦羅

(Pepe Carvalho)為中心人物的偵探小說而聲名大噪，成為西國當時最具潛力的

偵探小說家之一。其創作的偵探小說多以後佛朗哥時期(Post-Franco years)的

巴塞隆納城為背景，除了反映後佛朗哥時期的社會變遷外，亦直接或間接地表達

對民主轉型社會的關切。夢達爾曼在早期的偵探小說中參雜多種文學作品型類，

                                                                                                                                             
五週年所出版的新版本，因此本文所引用的原文出處也根據該版本。 



 3

試圖創作多元型式的「西班牙新偵探小說」。對西班牙當代偵探小說家如俄度瓦

多•門多沙 (Eduardo Mendoza)， 安德烈鄔•馬丁(Andreu Martín)及璜•馬德

里(Juan Madrid)等人均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卡爾瓦羅系列小說已出版二十部，在一九九七年，西班牙出版社 Planeta 為

慶祝卡爾瓦羅「誕生」二十五週年，重新出版此系列小說，以回饋讀者對卡爾瓦

羅的熱愛。本文將解讀夢達爾曼的一部早期重要作品―《刺青》(Tatuaje, 1974)，

它不僅是當今西國家喻戶曉的偵探小說，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卡爾瓦羅系列作品

的雛形，對於想了解夢達爾曼的新偵探小說的讀者而言是一部必讀的作品。 

 

三、《刺青》(Tatuaje) 

 《刺青》於一九七四年出版，是卡爾瓦羅系列小說的第二部作品。雖然卡爾

瓦羅早已出現在《我殺了甘迺迪》(Yo maté a Kenndy)一書中，然而在《刺青》才

開始擔任私家偵探一職，且成為西國轉型時期的社會觀察者。故事靈感來自於名

歌后宮恰•畢給爾(Concha Piquer)的一首同名歌曲「刺青」，小說是敘述一件離

奇的謀殺案。一位年輕男子被棄屍在巴塞隆納城附近的海灘，因其臉部早已被魚

蝦吞食，導致面容全毀難以辨認，而屍體上唯一的特徵就是背部醒目的刺青字樣

―「我生來就是為了顛覆地獄」(He nacido para revolucionar el infierno)。貝貝•卡

爾瓦羅來自於卡利希亞省，定居在巴塞隆納城，是位私家偵探。在這部小說裏，

他受拉蒙(Ramón)先生之託，前去調查遇害青年的身分，但卻因此而捲入一樁情

殺案之中。他雖然理性地依循線索調查這件離奇案件，但卻不免受到當時社會情

境的影響，而試圖去探索整個社會的變遷。為了破解該案，卡爾瓦羅走訪了荷蘭

及巴塞隆納多處地區，企圖查出遇害青年的生平及過去，並因而得知該青年曾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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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販賣毒品的交易，也曾與數位女子交往過。之後，貝貝終於查獲遇害者的真實

身分；但在此時也終於理解到刺青男子的遇害不是一件單純的謀殺事件，而是肇

因於一段受到壓抑卻又令人寄予無限同情的三角戀情。歌達(Queta)原是拉蒙

(Ramón)的情婦，由於背著拉蒙另結新歡，卻又為拉蒙所知，因此慘遭暴力威脅，

不得已只好依照拉蒙的指示，當著拉蒙的面狠心地殺死她的新歡，也就是那位年

輕的金髮刺青者胡利歐•切斯馬(Julio Chesma)。最後，小說則以報紙頭條新聞血

案――拉蒙先生突然遇害，同時哥達也突然失蹤，不知去向作為結束。 

 就作品結構而言，本書以章節劃分，故事採直敘法，僅在某些章節段落可見

到倒敘的手法。乍看之下，《刺青》應屬於典型的傳統英式推理小說，因它具有

英式推理小說的多項特色，特別是在結構上，包括了離奇案件的發生、偵探循序

調查案情、以及案件的偵破等等。然而若深入地研讀此作品，則可發現《刺青》

也充滿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的特點，尤其是私家偵探貝貝•卡爾瓦羅的角色詮釋，

以及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對於西國轉型期社會與政治之批判。 

 貝貝•卡爾瓦羅曾有個既絢爛又矛盾的過去。他曾是警察、馬克思主義者，

也是不折不扣的老饕。學生時代曾因從事反佛朗哥運動而被捕，之後任職於美國

中央情報局，爾後又成為專業的私家偵探。與許多偵探小說的主角一樣，卡爾瓦

羅也具有特殊、古怪的嗜好與習性。他熱愛美食，崇尚性愛自由，最奇特的是他

喜愛焚燒家裏圖書館的書籍。此項焚書的舉動彷彿是一項祭祀的禮儀，也許就是

卡爾瓦羅痛恨現代文明的一種表達方式吧！？更諷刺的是其中一本被焚燒的

書，則是二十世紀的知名學者拉印恩德拉哥(Laín Entralgo)所寫的《西班牙是問題

的來源》(España como problema)，該書作者認為西班牙的問題是出於西班牙國家

本身，而筆者以為這就是西國轉型時期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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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瓦羅具有美國硬漢偵探的特徵。發斯葛•夢達爾曼也指出：「卡爾瓦羅

是位有點古怪且與人群疏離的人物，完全承襲了美國硬漢偵探小說家達錫爾•漢

梅特(Dashiell Hammett)、瑞蒙•千德勒(Raymond Chandler)以及馬克•當勞 

(MacDonald) 筆下主角的傳統。」(Claudín, 頁 38)2 雖然卡爾瓦羅具有冷漠的外

表及凡事猜疑、不信任、卻又憤世嫉俗的個性，但實際上，他是一位孤獨且多愁

善感的男子，好比千德勒筆下的偵探馬爾羅爾(Marlowe)，而此形象在卡爾瓦羅

系列小說中是頗為常見的。一般而言，貝貝接案是為了生計與興趣，他通常憑著

直覺而不按照推論或演繹法去破案，因此作品裏並未出現十分「科學性」的邏輯，

但他的推測卻往往又正確無誤。最明顯的例子即是貝貝將曾與死者交往過的索羅

門女士家的一幅畫與胡利歐的刺青聯想在一起，因而找到真兇而得以破案。貝貝

接案並不是要承襲英式推理偵探的傳統 ――維護社會正義、公理，而只是單純

地想破解謎題而已。他曾說過：「我因憎恨神秘，所以立志獻身破解謎題的行業。」

(《刺青》，頁 217)3 貝貝對於正義、道德人倫有獨特的看法，這又好比美國硬漢

偵探，許多時候遠比時下道德沉淪的世人來的清高。貝貝破案後，並未與警方攜

手合作共同將真兇繩之以法，而僅向雇主報告全案調查的經過，但對於哥達的三

角戀情卻抱有無限的感慨與同情。 

 一些知名文學評論家例如恩尼思特•曼德(Ernest Mandel)及丹尼斯•波特

(Dennis Porter)等人皆一致認為偵探小說是一個非常適合用來傳達意識型態的

媒介。他們所指的是具有批判性質的意識型態，直接地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

銜接在一起。夢達爾曼的卡爾瓦羅系列小說也傾向於針對逐漸式微的佛朗哥政權

                                                 
2 原文如下：「Carvalho es un personaje un poco extraño, distanciado… investigador privado en la 
tradición de los tipos creados por la novela amerciana, el tipo central de Chandler, Hammett o 
MacDonald」而中文譯文則出於筆者。 
3 原文如下：「Me molestan los enigmas y por eso me dedico a un oficio que consiste en descifrar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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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轉型期的西國社會建構一項具有批判、諷刺意味的論述。從《刺青》一書中，

我們即使看出此論述的存在。 

 《刺青》裏的離奇謀殺案件，出於一段男女三角戀情。此段戀情在佛朗哥政

權的時空裏，更突顯那被壓抑、無法釋懷的情慾，好比蒼生百姓置身在強權、獨

裁體制的社會，為了求生存(哥達)只能屈服於強權者(拉蒙)的壓榨及剝削之下。

也因此「罪過」的概念在本書是非常模糊與複雜的，絕對不能按照傳統英式推理

小說的是非原則來判斷誰是誰非。哥達因受到拉蒙的威脅，只好當著他的面狠心

殺害胡利歐。但諷刺的是，這位遇害者生前曾捲入販毒事件，是個不折不扣的販

毒者，因此胡利歐可說是身處十分尷尬的地位――既是受害者，也是犯案者。本

書也探討轉型期新興大都會的社會危機，例如販毒、走私、娼妓及日漸擴大的暴

力問題。 

就寫作技巧而言，夢達爾曼擅長運用戲擬(parody)、詼諧(humor)、文本相

互指設(intertextuality)及拼貼(collage)等技巧在他的偵探小說作品裏。筆者

認為透過這些精湛的文學技巧，夢達爾曼除了譏諷轉型社會的種種變遷及社會問

題外，也不時地為作品增添趣味性，以提昇讀者的閱讀樂趣。在《刺青》裏，文

本相互指設的運用是十分顯著及成功的。由拉斐爾•雷翁(Rafael León)所譜寫的

歌曲《刺青》，除了賜予小說的書名、故事情節及主題之外，無疑地，此歌曲也

暗指一個流傳已久的愛情神話―一位癡情女子長年在碼頭苦等愛人的淒美神

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俊美的外籍船員始終沒有歸來，而女子的心只是愈來

愈破碎。然而本書的「愛情神話」，已喪失原有的淒美情境；取而代之的，是充

滿憤恨、脅迫的三角戀情，最後只能以血腥的謀殺方式收場。另外，讀者不難察

覺到夢達爾曼廣泛運用通俗文化在其作品中。就連主角卡爾瓦羅在文中也屢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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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美國硬漢偵探小說對他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幾乎已成為強制性的方式牽制著

他的辦案風格，我們曾讀到：「卡爾瓦羅既不願過分嘲諷，又不想成為千德勒筆

下的人物，必須時時面對洛城既愚蠢、又粗魯的警察。」(《刺青》, 頁 106)4 僅

管夢達爾曼時時帶著戲擬的意圖，讀者仍能感受到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的陰影確實

遍佈在作品中。 

 

四、結語 

 馬奴爾•發斯葛•夢達爾曼試圖利用偵探小說的型類，對當代的社會現象及

政治生態進行批判。由他的作品―《刺青》一書受到文學評論家高度的肯定，得

知作者不但成功地達到批判社會的目的，還因此成為「西班牙新偵探小說」的先

驅。 

 《刺青》是夢達爾曼一系列偵探小說的雛形，不但融合了傳統英式推理小說

及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的特色，更加入了西班牙當地的風土民情及當時的社會現

象，大幅提高了整部作品的娛樂價值。而在寫作技巧上，作者巧妙地運用戲擬、

詼諧、文本相互指設等技巧，使得《刺青》不失為一部文學佳作。 

 

 

 

 

 

                                                 
4 原文如下：「Carvalho no quería extremar la sorna ni comportarse como un personaje de Chandler 
enfrentando a un policía de Los Angeles tonto y bru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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