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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学是人的符号性存在方式。换一种说法, 文学就是人学。人这一现象十分复杂, 其一种体现
方式是多元统一体。因此, 文本主题的多元性是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何善秀、
李宗的文章就是这一理
念的阶段性成果。大工业化及大工业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 但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小
的灾难, 文化、
精神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属此列。所以, 相关现象成为文学研究的另一个论题。梁中贤、
于云玲的文章当属这一论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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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享誉文坛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始终关注移民作家的文化身份诉求及错 位生存状态。他通过自己的叙 述, 对

亚非拉后殖民家园进 行全面书写, 构建一个多元的、超越性的文学世界。本文结 合后殖民 第三空 间 !理论, 以他的文本
分析为基础, 解析奈保尔小说的多元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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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 tudy on P luralistic Th em e in N aipaul∀ s N ovels under Postcolon ial Con text
H e Shan x iu

L i zong

( East Ch ina Jiao tong U niversity, N anchang 330013, Ch ina)
V. S. N a ipau,l a w or ldly famous po stco lon ia lw r iter, a lw ays expressed h is unchanged concern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o f im
m igran tw r iters and the ir d isp laced liv ing state. H is creative w r iting,

in which he has build a p lura listic literary w or ld that tran

scends rac ia l barr iers, serves as a panoram a of A sia, A fr ica and L atin Am er ica in postco lon ial per iod. Based theoretically on H o
m i Baba∀ s A T hird Space, his m a jor wo rks are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 f p luralistic them es.
K ey word s: A T hird Space; postco lony; p luralism

1 漂泊于 第三空间 !: 奈 保尔的两难文化
抉择

国, 使用 英语 写作, 获得 英国 国籍, 但 他始终 感觉 是外来
者, 一个前殖民地人。在英国, 他 受到欧洲 正统思 想的熏

奈保尔是 典型 的后 殖民 作家, 是 一 个双 重移 民。他

陶, 西方崇尚的个体价值、自由以 及理性主 义与印 度的宿

祖籍印度, 幼年 却在 英 属西 印度 群岛 特立 尼达 长大。在

命论、形而上学的印度哲学、消极 的人生态 度在很 大程度

特立尼达, 奈保尔 所属 的亚 裔印 度人 作为 一个 族群 被排

上互相冲突, 这不 能不 使奈 保尔 感受 到强 烈的 冲击 以及

斥在政治生 活 之外, 既 非土 著也 非主 人。奈保 尔虽 生活
在当地印度社区里, 但他从小 受其父 影响, 深爱英 国文化
和英国文学, 在殖 民地 学校 接受 的也 主要 是西 方文 学传
统。特立尼达 是奈 保尔 的出 生地, 接 受了 西方 文化 熏陶

思想上 的分 裂。三 访 印 度的 奈 保尔 经 历了 从 回 家 的激
动、身份 的认 同感到 辛辣 的批 判、局外人 的视 角, 对于印
度奈保 尔始 终 处 于既 亲 近又 疏 离的 两 难 抉择 中。 他在

的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外来 者; 他是印 度教徒 后裔, 却疏离

1962年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故国之行后总结 说, 直到返回

印度的文 化 传统 。后 到英 国 求 学, 工 作 期间 , 虽 定 居英

伦敦, 身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 我才猛然醒悟, 过去

* 本文系江西省 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后殖民作家作品的多元化主题研究 ! (W GW 1002)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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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 我的心灵是多么地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的印度

千年来受外来 文化 尤其 是西 方文 化的 规训 甚至 覆盖, 印

传统文化; 它已经变成 我的思 维和情 感的基 石 !。同 时,

度的精神世界处于混沌 之中。他 认为在获 得新生 后何去

他又发现, 一旦回 到自己 赖以 生存 的西 方文 化中 间, 印

何从, 如何发 展 自 己的 国 家上, 印度 采 取了 向 后 看 的态

度精神悄悄 地 从身 边溜 走了。在 我的 感觉 中, 它就 像一

度。在对出生之地、祖先之地, 从 后殖民的 视角清 醒而批

个我永远 无法 完 整表 达, 从此 再 也 捕捉 不 回来 的 真 理 !

判地描写后, 奈保 尔将 他的 视野 扩展 到整 个亚 非拉 第三

( 奈保尔 2003a: 403) 。在母 国文 化与 西方 文化 之间, 他

世界。他游历 于比 他的 特里 尼达 大得 多、比他 的印 度故

始终面临既亲近又疏 离的两难抉择。

乡广得多的第 三世 界国 家, 并对 这一 帝国 的边 缘进 行了

霍米 # 巴巴 在专 著 ∃文 化的 定 位 %中 创 立并 阐 释了

全面的、多元的书写。

第三空间 !概念, 创 造性地 提出 了生活 在宿 主文 化中的

上个世纪 70年 代起, 奈 保尔 先 后走 访了 刚 果、卢旺

少数族裔和 第三 世 界的 人们 生 活在 第三 空 间 !这 一观

达、布隆迪等, 出版 了 ∃自由 国度 %和 ∃河 湾 %。 ∃自 由国

点。巴巴认为他们居住在一个 文化之间 !的 状态。巴巴

度 %由 5个故事连缀 而成, 是奈 保尔 的重要 作品, 获 1971

指出, 第三空间 !是指 在文 化翻译 的过 程中, 会 打开一

年布克奖。在 这部 作品 中, 奈保 尔在 序曲 中叙 写了 无名

片 &罅隙性空间 ∀ ( interstitial space) 、一种 罅隙的时 间性,

氏流浪汉与他 人格 格不 入的 孤独 与怪 异的 性格, 在 尾声

它既反对返回到 一种原 初性 &本 质主 义 ∀ 的自 我意识, 也

着力描述了埃及 的贫穷, 也展 示了中 国人乐 观向上、朝气

反对放任于一种 &过程 ∀ 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 ! (生安峰

蓬勃的精神。 在主要 故事 ∃自 由国度 %中, 他 围绕自 由这

2005: 298) , 它并非是差异的或抗争性的立场位 置的大结

一 主题, 揭露 了殖 民者在 文化、精 神领域 的影 响和 渗透,

合, 相反它 既非这个 也非那 个 ( 我者 或他 者 ), 而 是之外

清醒地指出原 殖民 地人 民在 帝国 逝去 后, 处于 表面 获得

的某物 !, 是无意识的、不 确定的 和 本身 是无法 表述 的 !

自由, 精神上却处于 麻木的 不自 由 !状态。 ∃自由国 度 %

( Bhabha 1994: 36- 37 )。双 重的 移民 身份, 两 种文 化既

中有多处对非洲 军人的描写: 那些非洲 士兵们却 半闭着

无法割舍又不 被接 纳, 奈保 尔漂 泊在 一个 非此 非彼 的空

眼睛, 神 情 恍 惚, 彷 佛 在 跳 着 一 种 丛 林 舞 蹈 ! ( 奈 保 尔

间里。无论是 在特 立尼 达人、印 度人 眼里 还是 在西 方世

2008: 217); 军队里的伙食吃得这些 非洲人 肠圆肚 肥, 腰

界看 来, 奈保 尔都是 外来 人; 奈保尔 无论 身处 何地, 都深

粗腿壮, 而那个以色列教官却矮小单薄、非常 瘦弱 ! (奈保

刻体会到无家可归。

尔 2008: 218) ; 隔一段 时间就有军队的卡车 慢慢地开过
去。绿色的军 便帽 下面 是士 兵们 肥胖 而没 有表 情的 脸,

2 开创自己的第三空间: 多元化主题的文学
世界

早上洗过, 脸色依然暗黑 !; 军人的天 职本为 保卫疆 土, 但
与其他瘦骨嶙峋 的非洲人形成鲜明对 比, 山谷里 的非洲

自 1954年创作第一部小说 ∃米格 尔街 %, 奈保 尔就开

人往往很 瘦, 衣衫 褴褛。而 这个 士兵 烫过 的制 服紧 紧包

始了对后殖民家园的书 写。这是 一部回忆 录式的 小说系

裹着他浑圆的胳 膊、大腿和 士兵 特有 的圆肚 子 ! ( 奈保尔

列, 他始终以一种 讽刺 性的 幽默 记录 他童 年对 家乡 英属

2008: 267); 非洲的军人 养尊 处优, 却 冷酷无 情地 毒打自

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 印象。通 过一个印 度裔小 男孩的

己的同胞, 剥夺他们最后一点 尊严, 非洲人 仅仅因 为这些

视角, 他讽刺了米格尔街的种 种愚昧 和混沌, 描写 了众多

是国王这一部落 的, 他们是 国王这一部 落的黑 人 ∋ ∋他

小人物麻木、毫无希望的生活, 又 同情于街 上的人 们朴实

们穿衣蔽 体, 修建 道路。但 是他 们作 为自 由人 曾经 拥有

的无知和天真。 1961年, 奈保尔发表其成名作 ∃比斯瓦斯

的这种尊严已 经被 剥夺 了 ∋ ∋有 些人 被捆 了起 来, 按照

先生的房子 %, 它讲述了印度裔婆罗门莫洪 # 比斯瓦斯先

丛林 的传 统方 法, 脖 子靠 脖子, 三 四个人 一组, 好 像要卖

生为寻找一处 属于 自己 的房 子奋 斗一 生, 用他 的人 生经

给贩卖奴隶的商人一样。 所有人 身上都带 着血迹 和被殴

历再现 了 特 立 尼 达 寻 求 独 立 的 历 史 过 程 ( 李 雪 2003:

打后的红褐色。有一两个 看上去奄 奄一息 !。文中的 自

146)。这两部奈保尔的早期作品 都是对前 殖民的 芸芸众

由人 !在殖民者离 去后 获得短 暂的 自由, 再 次沦 为奴 隶,

生不幸和悲惨生活的刻 画, 那里充 满了贫 穷、
堕 落、屈辱、

不同的是, 被 自己 的同 胞兄 弟奴 役。作品 体现 了作 家深

孤单和悲观, 反映 了宗 主国 文化 思想 在前 殖民 的残 留及

切的 人文 关怀: 殖民 者离 去之 后, 部落之 间结 怨已久, 随

其深远影 响。印 度是 奈保 尔 想象 和记 忆 中的 家 乡, 他 3

着各自的独立, 彼此间的不安 愈发严 重, 领 地之争 重将非

次回到印度, 把对母国的印象和感 受记录在 他的 ∃印度三

洲置于战 乱之 中。精神 迷茫、无 所适 从的 非洲 人何 处寻

部曲 %中。其中, 有 他对 母国 割舍 不去 的思 念, 也有 他对

找真正的自由? 这部小说 另一个 重要主题 是欧洲 殖民者

印 度扑面 而来 的贫穷 的现 实、肮脏的 环境、拥 挤的人 群、

在对非洲国家 实行 殖民 的两 种态 度: 小说 主人 公琳 达和

阶级种族观念和社会的 混乱无 序的批 评。他肯定 了英国

鲍比分别 代表 了强 硬派 和温 和派。在 琳达 眼里, 黑 人是

文化对印度发 展起 了一 定积 极作 用, 同时 也指 出由 于印

未经教化的人种, 她 从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 种地 ! (奈保

度长期处于殖民统治 中, 虽然 独立后 国家获 得了主权 , 但

尔 2008: 137), 认为 他 们都 应该 生活 在 丛林 里 !。 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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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的非洲 人中途 赶下 车, 浸泡 在雨 中, 并认 为 味道

∃河湾 %中本地非洲人几乎都被描 绘成拙劣 的模仿者。这

真难闻 !, 绝对是 歹徒。我 可不 想仅仅 因为 太善良 不愿

些刚刚脱 离殖 民 统 治的 人 盲目 模 仿前 宗 主 国或 发 达国

对非洲人粗鲁 而送 了命 !。她 视非 洲人 愚昧、低 劣; 看见

家, 模仿发达国 家人 民的奢 侈生 活。 我 !向 费尔迪 南炫

穿着新衣服的非洲人 , 她坚信, 山上 面的某 个地方, 他们

耀廉价的 他们 !发明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 相机, 仿佛这

脱光了漂亮的新衣服 , 正光着 身子跳 舞, 手 拉手一 起吃粪

些东西 的设 计发 明也有 我们 的一 份功 劳 ! (奈 保尔

便。总统可 能给 他 们送 去了 一 份上 好的 粪 便 ! ( 奈 保尔

2003b: 44)。他们只对新东西 甚至现 代化的 东西感 兴趣,

2008: 207) 。鲍比为寻找自由来到非洲, 他美好 的初衷是

但他们都只是在 盲目地消 费西方 来的现 代化 商品, 根本

我来这里是服务的, 我不是来 告诉他们 如何管理 这个国

不了解这些东西 的用途, 卫生间 里的 抽水马 桶竟 然被用

家的 !。沉浸在殖民主义思想中的鲍 比逐渐 自我分 裂, 性

来泡木薯。 我们制造不了, 但可以买进卖出。我们甚至

格中既有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姿 态: 我是一个 政府官员 !,

不知道它们的原 理是什么。 只要 有钱, 就可 以把 这些神

你怎么敢把你的背对着我, 当我 叫你的时候 !; 也有对非

奇的东西吸收到 丛林深处 来, 让 我们 如此随 意地 买进卖

洲人的同情和悔意: 我已经毁了他可怜的一 点尊严 ! (奈

出! ! 对新一代非洲人 的关注: 费尔 迪南是 新一代 的非洲

保尔 2008: 187) 。在独立后的非洲大陆, 如果不 彻底根除

青 年的代 表, 他上 公立学 校, 穿着 颜色鲜 艳的 运动 夹克,

思想上的殖 民, 对自 由 的追 求注 定失 败。奈保 尔始 终保

无疑, 他觉得这样就能显示 他从欧洲老 师那里学 到的风

持客观冷静的叙述, 他突破了 自身族 裔性的 局限, 为读者

度 ! (奈保尔 2003b: 46) 。非洲人 甚至模仿 西方的 黑人民

展现了一幅战后跨越 亚、
非、
欧 美的全景图。

权运动, 主人 公萨 林姆 家乡 ( ( ( 非 洲东 海岸 发 生了 黑人

∃河湾 %是奈保尔的代表作之一。主人 公萨林 姆是居

起义, 非洲人终于 把阿 拉伯 人 ( 其实 他们和 服侍 他们的

住在东非海岸 的印 度裔 青年, 其 祖先 也是 由于 殖民 主义

非洲人已经 没 有什 么 两 样 了 ) 打 倒 了 ! (奈 保 尔 2003b:

时代的人口迁 移来 到非 洲海 岸, 故事 的主 要人 物有 来自

28)。据萨林 姆的仆 人 ( ( ( 一 个孩 子说,

阿拉伯、葡萄牙和波斯等其他地 方的移民。 不过 我们不

神恶煞的样子, 好像刀子砍不死 人, 好 像人不是 肉长的 !;

能把自己说 成 是阿 拉伯 人、印度 人或 波斯 人。和这 些地

他们 一个 个凶

受害者是我们 从 小 就 认识 的 人 ! ( 奈保 尔 2003b: 31 )。

方的人比较起 来, 我们感 觉自 己是 非洲 人。!作 者淡 化人

为了模仿的黑人 民权运动, 导 致非洲 人为了 反抗而 反抗,

物民族身份, 故事中人物的经 历, 代表了后 殖民社 会人民

屠杀与他们没 有什 么两 样的 亚洲 人, 欧美 的报 纸竟 然大

的共同经历; 作者并未给出确 切的地 名, 因 此河湾 镇就具

力吹捧和赞 赏。在奈 保尔 的另一 部作 品 ∃抵达之 谜 %中,

有普遍意义, 小镇代表了独立 后整个 非洲国 家, 乃 至整个

作者揭示了饱 尝白 人歧 视的 非洲 人模 仿白 人, 歧视 其他

第三世 界独 立 后的 状 况。模 仿 是该 小 说的 重 要 主 题之

人种。在一次海上旅途中 , 文中

一, 殖民 者离 去后, 缺乏 历史、文 化根基 的后 殖民 社会不

在单独的舱室。当一个黑人, 与 我 !一 样, 也 是前英属殖

能适应新时代环境的要求, 为 了寻求 自身发 展, 后 殖民国

民地特立尼达人 被安排与 我 !同 住时, 他坚持拒绝, 要求

家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个层面 模仿西 方国家 先进模式 , 但

与白人呆在一起 , 原因是 我 !是 有色人 种 ( 奈保尔 2006:

又未能考虑到 自身 实际 情况, 盲 目从 而引 发了 一系 列社

128) 。奈保尔以局 外人 的角 度, 指出 盲目 模仿 必然 会使

会灾难, 使后殖民非洲处于一片混乱 之中。 ∃河湾 %中, 独

非洲更加混乱, 极端保守主义只 会导致历 史的倒 退。 ∃河

立后的领导人总统全 盘模仿前宗 主国政治 理念和 具体措

湾 %中, 他揭示了土著对西方 文明既依赖 又害怕仇 视的矛

施。他建立的 新领地 !, 实际是非洲的小 欧洲, 是欧洲的

盾心态。 毁了小镇, 他们又 感到难受。他 们又盼 望这里

移植, 非洲式 的非洲 将要 退让 !了: 士兵 们充 当导游, 穿

出现繁荣。现在, 小镇真地露 出了一 点生机, 他们 却又害

着破烂衣裳 的 非洲 人在 新领 地说 粗话, 闲 逛。辉煌 的仿

怕起来。! ( 奈保尔 2003b: 68) 在 刚独 立时, 他 们毁 灭了

欧式建筑耗费巨资, 只为了满 足总统 个人对 欧洲的 憧憬。

殖民者留下的 一切 来表 示他 们对 殖民 主义 的愤 怒, 然而

极具讽刺的是 耕种 非洲现 代模 范农场 的 6 辆拖 拉机 在

赶走一切外国人 , 拒绝接受外 来的一 切, 号 召非洲 人重返

空地上一字排开, 都已经生锈, 周围 长满了野 草 ! (奈保尔

殖民前的状况, 重 返丛 林并 不能 解决 非洲 物质 文明 的匮

2003b: 105)。尽管 总统 刻意 穿着 非 洲风 格的 服 饰, 但他

乏和独立后精神 世界的混乱。

我 !因种 族歧视 被安排

大搞西方式个人崇拜 , 下令全 国各处 悬挂自 己的照片 , 带

奈保尔在作 品中还深刻思索 第三世界 妇女和 知识分

领所有政府官员朝拜自己 母亲的 村庄, 建立 圣母像; 他仿

子的命运问题。非洲妇女 深受多 重压迫, 遭 到白人、当地

效西方国家领导人, 发表电台 演讲, 宣扬多 数非洲 人无法

亚裔移民甚至本地非洲人 的歧视, 与 动物的 地位无 异, 甚

理解的西方理念。他的思想语录 ∃格言录 %成为 官员们谋

至被妖魔化, 如 ∃河湾 %中费尔迪南母亲扎贝思。在 ∃自由

利的工具, 孩子们则不得不在 泥泞中 举着他 的语录, 高呼

国度 %和 ∃告诉 我杀了 谁 %中,

他的名字; 他雇佣西方学者当 自己的 智囊团, 就连 他向自

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典型 , 都 肩负祖 辈的重 担, 希 望通过

己顾问 的 妻 子 问 候的 方 式 也 是 从 戴 高 乐 那 里 学 来 的。

知识改变个人命 运, 结果都成 了失败 者, 变 成西方 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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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晃悠悠、
无所事 事 !的人。 ∃河湾 %中因达 尔在 宗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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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蕴。漂流生活中他写 下了很 多文化考 察性的 旅行志

接受欧洲文明, 结识了一位对 非洲事 务感兴 趣的美 国人,

体小说和自传体 小说, 作品所 涉及的 地域延 伸到了 印度、

加入了一个 欧 洲援 非组 织。从此, 他 开始 出入 各个 大学

非洲、南北美 洲和 亚洲 的伊 斯兰 国家。他 深刻 地描 写了

讲学, 谈论非洲 的美 好 前景。后 发现 自己 只是 被白 人利

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印度 、
非 洲、加勒比地 区等发 展中国

用的工具, 同时回 到非 洲的 生活 让他 清楚 地看 到独 立后

家的动荡不安、暴力和绝望。 诺贝尔 文学奖 授奖词 称: 他

的非洲的阴暗面、贫穷以及落 后, 政治上盲 目模仿 导致局

将对人类命运 的关 切融 入历 史描 写之 中, 是继 康拉 德之

面混 乱、官员 腐败、文化 虚无, 个 人通过 知识 改变 国家命

后的又一位伟大 的编年史作家 (阮学勤 2002: 133)。他是

运的努力同样也以失 败告终。

一个无根人, 正因为他这种游 移不定 的漂泊 状态, 这种对

80年 代, 奈 保尔 走访 了 刚果、阿根 廷、乌 拉圭, 著有

于两种文化进 退维 谷的 处境, 使 得他 获得 了观 察世 界和

∃刚果日记 %和 ∃伊娃 # 庇 隆归 来 %; 80 年代 和 90年 代后

人生的有 利地 位。他选 择世 界范 围的 游历, 旅 行拓 宽了

期, 分别走访了当代世 界最富 有争议的 地区 ( ( ( 伊朗 、
巴

奈保尔的视野, 他 从关 注自 身的 文化 身份 升华 到整 个第

基斯坦、马来西亚 和印度 尼西 亚, 并出 版游 记 ∃在信 徒中

三世界独立后 的文 化状 态, 从个 人家 园的 寻找 上升 到世

间: 在伊斯兰地区的 旅行 %; 后来 他又 游历 了上 述 4 个非

界公民的高度, 为战后人类的 命运注 入自己 的理解, 在自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出版作品 ∃难以置信 %。在作品 中, 他

己的作品中创建了宏观 的家园。 从早期的 寻根之 旅到中

对于伊斯兰教的批评 尤其严厉, 曾 将伊斯兰 教造成 的 灾

后期世界之旅, 是 他从 移民 作家 到世 纪性 作家 的成 长过

难性后果 !与 殖民主 义 !相比 较, 如 此刻 薄、大胆 的批评

程, 奈保尔通过自己的叙述创 建了自 己的第 三空间, 即一

引起伊斯兰世 界轩 然大 波, 也令 西方 左派 和极 右派 都对

个宏大的、普 世性 的人 类家 园。正如 诺贝 尔文 学奖 授奖

他的言行极为不满。然而, 在 这些刻 薄言辞 的背后, 我们

词中所说, 维. 苏. 奈 保尔是一 个文学 世界的 漂泊 者, 只

所看到的是他作为一 个正直诚实 的知识分 子的道 德勇气

有在他自己的内 心, 在他独一 无二的 话语里, 他才 真正找

及其对于广大被压迫者和倍受 愚弄的 边缘社会 !人们命

到自己的 家 ! ( 阮学 勤 2002: 133) 。也许, 他 只 有在 自己

运的终极关怀。

多样化的文学世 界里才能找到暂时的满足。

与此前特立尼达的童 年追忆、印 度的寻 根相比, 奈保
尔撕毁自 身 族裔 的 标签、文化 身 份的 属 性 争议, 从 一个
无根人 !的角度, 深刻、
清晰地描绘 了广大的前 殖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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