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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彼得·凯里的《格拉布斯》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典范，是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技巧所创造的一个寓言。在故

事中，凯里通过格拉布斯带女友嘉曼尔驱车去汽车影院并被困在星星影院数日的历程创造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
结构。隐含在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下面的是一股强大的自然主义暗流，格拉布斯的行动折射出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凯里将魔幻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旨在揭露作品中“不可获得的梦想”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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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ic Ｒealism in Peter Carey's Crabs
Yuan Zai-cheng
（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 441053，China）
Crabs is an apotheosis of magic realism written by Peter Carey． It is a fable created out of the technique of magic realism． In
the story，Carey creates a structure of magic realism out of the character Grabs's experience of driving with his girlfriend Carmen
to the Star Drive-in Theatre where they are trapped for several days． Hidden underneath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is an undercurrent
of naturalism． Grab's action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 and living environment． By combining magic realism
and naturalism，Carey makes an attempt to concern for the theme of“unattainable dream”．
Key words： Peter Carey； Crabs； magic realism； naturalism
澳大利亚旅美小说家彼得·凯里（ Peter Carey） 以丰硕

主义文本的研究与探讨并不深刻。他的短篇小说《格拉

的创作与高超的叙述艺术而蜚声世界文坛。魔幻现实主

布斯》堪称魔幻现实主义的典范，但评论界对这篇故事中

义是凯里作品中至关重要的叙述策略，关于凯里的各类

魔幻现实主义的评论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因为它只是一

书评均对这种策略有所论及，如哈塞尔指出，“凯里是一

篇短篇故事，而多数批评主要集中在艺术品质较高的长

位充满雄心，有冒险精神的小说家，其作品始终如一地具

篇小说上。其实，《格拉布斯》是一部充满奇迹并挑战读

有冒险性与原创性，其早期的故事受科幻小说的影响，其

者阅读视觉的作品，这种效果产生于凯里娴熟的魔幻现

早期长篇小说受威廉 · 福克纳现代主义小说和加布里

实主义叙述技巧。

亚·加西亚 · 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 响”（ Hassall
2004： 263） 。凯里在纽约接受《芝加哥评论》记者采访时

1 《格拉布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叙述结构

也说道，“至于我所处的位置，我感觉与马尔克斯最为接

魔幻现实主义即在小说文本中将现实主义与幻想完

近，与巴塞尔姆最远”（ Carey 1997： 81） 。事实上，凯里本

美结合。凯里在《格拉布斯》中娴熟地运用叙述技巧，并

人在创作上受英美小说的影响很深，他在创作中探索的

编织一个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叙述结构。他用全知全能

是一种具有跨国性质的书写，魔幻现实主义是凯里超越

的第三人称叙述，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小说中的人物，

国界的策略。然而，学术界对凯里是怎样构建魔幻现实

对人物所处的环境进行现实主义的描绘。作品中的主要人

*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西社会伦理文化中主流价值观的映射研究”（ 14Y059） 及湖北文理学

院教学研究项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研究”（ JY2014056）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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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格拉布斯是一位个头矮小的下层社会青年，渴望成为

堂使用。由于格拉布斯被困的汽车影院处在一条 S 形的

一名卡车司机，经常借用朋友弗兰克的卡车带女友嘉曼

公路旁，格拉布斯与嘉曼尔根本不可能步行回家，因为当

尔一起外出游玩。故事讲述的就是格拉布斯在最近一次

地法律规定不能在 S 形公路或附近步行，只有等待政府

与嘉曼尔一起开车夜游时，在汽车影院遇上路匪，卡车零

派公共汽车来接他们回家。据经理透露，与格拉布斯有

件被盗，陷入困境，并在汽车影院逗留数日的经历。凯里

同样情况的一共有 73 人。第四幅画面是，叙述者描述嘉

将这一经历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予以描绘，使整个故

曼尔与格拉布斯去餐厅的过程，嘉曼尔牵着格拉布斯的

事处在神秘的色彩之中。故事中并非因为大量元小说的

手往餐厅走的路上，被一位金发妇女嘲笑为“度蜜月的

特点使人物的生命变得具有意义，而是作品中存在的现

人”（ Carey 2001： 45） 。第五幅画面是，格拉布斯准备修复

实主义因素在产生效果。正如泽维尔·庞斯指出，故事

卡车轮胎和设法搭便车离开的过程。格拉布斯花费整整

“自涉性明显地受到控制，足以在故事中形成允许过渡到

一周时间收集砖头，以便能在装轮胎时使用这些砖头，他

现实与超现实并存的世界的一种叙事策略。二者的结合

寻找另一辆“道奇 1956”以便获得一个轮胎。夜晚，他徘

赋予故事浓厚的 （ 尽管不是所有的） 魔幻现实主义的意

徊在汽车影院，敲汽车的窗门以便能搭乘便车或得到一

味，一种已经影响凯里并且后来又时不时浮现在其晚期

个轮胎，但是没有人搭理。他开始收集螺丝帽，他甚至想

作品中的模式”（ Pons 2001： 400） 。

用足够的零件去找 “车仔”交换一个轮胎。格拉布斯不

凯里利用对时空的叙述来强化魔幻现实主义效果。

停地卸下发动机又装上，直到汽油用完才停止。第六幅

他为人物选择的出发时间是夜晚，夜晚的路况环境可以

画面是，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车队，运送受困汽车到星星

增加奇幻与浪漫的色彩。人物行动与周围环 境 相 互 映

影院的壮观场面。人们都来围观，格拉布斯也在其中，他

衬，能烘托出作品魔幻的效果。夜晚，公路上点缀着无数

在盼望有与他一样的“道奇 1956”的到来，以便能够找到

汽车尾灯、车头灯以及不断闪烁的霓虹灯。格拉布斯就

他需要的轮胎和配件。当人们纷纷离开，格拉布斯仍然

是这样驾驶着弗兰克的“道奇 1956”汽车在公路上穿梭，

呆在那儿，从一辆“道奇 1956”汽车上卸载两个轮胎，一直

因此，小说的场景是一种不断变换的动态场景。故事中

忙到次日黎明时分。

的场景从时间与空间上大致可以分割成 3 个部分，即（ 1）

第三部分是故事的结尾。格拉布斯在发现不能恢复

从出发到抵达中途的汽车影院； （ 2） 被困在汽车影院停留

“道奇 1956”后开始改装一辆摩托车，以设法离开汽车影

的那一段时间； （ 3） 格拉布斯从汽车影院骑摩托离开，再

院，在公路上行驶几个小时后又不知不觉地绕回到汽车

不知不觉地绕回到汽车影院的历程。

影院另一方向的大门口。这一部分是幻想与现实同时出

在第一部分，叙述者描述汽车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即

现，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既是一种幻想，同时又是表现为

夜晚路况情况与车辆在夜色中行驶的动态描写。叙述者

具有极度现实性与真实性的场面。在格拉布 斯 的 意 识

穿插关于卡车内部环境的描述，特别是对后排座位豹皮

中，他开始将自己幻想成一辆非常强大的摩托车，同时又

坐垫的特写，因为细节中吐露嘉曼尔喜欢这个沙发是因

开始利用汽车零部件组装一辆摩托。他在头脑中开始组

为她喜欢在此与格拉布斯做爱。关于他女友嘉曼尔，叙

装摩托车的各个部件，从轮胎到发动机，再到挡风玻璃。

述者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叙述过程中还透露很多关

他选用福特汽车的发动机，甚至能够感觉到发动机的节

于活跃在公路区域的“车仔”的信息，“车仔”是专门破坏

奏、
温度以及强烈的震动。他开始在夜晚离开汽车影院，

车辆并盗窃汽车零件的路匪团伙，介绍“车仔”是为后面

在黑暗的郊区驾驶了几个小时，就像在穿越黑暗的时间

情节设计的重要信息，因为“车仔”是造成格拉布斯在星

隧道。公路上没有像故事开始时的那种霓虹灯，路旁也

星汽车影院被困的原因。

没有灯光。此时格拉布斯唯一的希望是到达一个充满灯

在第二部分，叙述者讲述到达汽车影院后发生的一

光的地方。当见到远处灯光闪烁时，他认定这是他唯一

系列事件与情节，这一部分凯里采用蒙太奇的手法进行

要到达的目的地。当他到达时，却发现自己又回到星星汽

叙述，即通过叙述者描绘出几个不同的流动画面来演示

车旅馆。凯里用这一结尾来强化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

故事的进程。第一幅画面是，当格拉布斯进入汽车影院

彩。正如格拉依米·特纳所说，“结尾部分挑战读者的判

后，格拉布斯与嘉曼尔挂上车内窗帘，在后排座位激情做

断力，
在文本中的幻想与真实性之间找到更加系统的联

爱的场面与过程。第二幅画面是，当格拉布斯听到有人

系”（ Turner 1986： 436） 。凯里通过格拉布斯的行动、
想象以

敲击车轮时，他匆忙拿着自卫的链条下来查看，结果发现

及对周围环境的描述，
制造出一个魔幻之旅。

两只车轮已被卸走。第三幅画面是，叙述者讲述影院经

总之，凯里用特殊的叙事结构构建出一个颇具魔幻

理出面登记，接待格拉布斯与嘉曼尔的经过。从经理口

现实主义色彩的迷宫。凯里实现了空间、人物行动、人物

中透露，凡是被困在这里的人都可以领取政府每周提供

心理以及社会环境的完美结合。凯里的叙事技巧不仅使

的价值 10 美元的餐票，仅限于在星星汽车影院的简易食

主人公陷入到受害者的迷宫，而且还让读者深刻感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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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现实迷宫的气氛。《格拉布斯》结构层次分明，凯里

个微缩的世界中，丛林法则变得十分明显，格拉布斯与其

在设计叙事结构的同时又同时溶入丰富的想象力，使格

女友属于弱者，必须服从这里的丛林法则。在美国现实

拉布斯的行动富于奇幻色彩，并以此烘托出格拉布斯这

社会中，印度人是处在社会边缘地位的一个微小群体，而

一凡人的梦想。正如学者弗莱彻所言，“他也对构建陷阱

在星星汽车影院，成群结队的印度人出现，他们则成为这

结构着迷”（ Fletcher 1993： 74） ，凡夫俗子格拉布斯在这一

个世界的主流，他们所拥有的福特猎鹰汽车象征着他们

叙事迷宫中迷失方向，他在循环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的同

的经济地位比格拉布斯要高得多，因为格拉布斯的汽车

时，也踏入一个永无止境的魔幻世界。

只是一辆运输用的后面带有车厢的“道奇 1956”小拖车。
印度人成群结队的出现说明他们阵营强大，是这个缩微

魔幻现实主义中隐含的自然主义潜流

世界的强者，而格拉布斯与其女友则是这个缩微世界的

在《格拉布斯》中，凯里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表下还

弱者。这进一步暗示，无论是在这虚构的缩微世界，还是

2

体现出一种隐含的自然主义主题。自然主义总是在表现

在现实社会中，格拉布斯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成员，造成

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强调从科学的角度来探索人物行为

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无疑是他自身生理上的不足与经济

产生的原因。从故事情节中可以看到，环境对格拉布斯

条件的局限。格拉布斯的处境充分显示出自然主义主张

的影响。格拉布斯是一位生长在城市郊区、没有职业、面

的物质与经济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而他生理上的先天不

临着生存危机、依靠幻想度日的青年。他想成为卡车司

足则是他个人性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机的梦想其实是一种普通美国人渴望改变生存环境的美

格拉布斯本人感觉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在潜意识中

好愿望，但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格拉布斯受生理

表现出一种生存的危机感。他企图通过大量进食来增强

条件的限制，无法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实质上，驱使他产

体格，他每天跑 5 英里至克莱顿，目的是想让自己变得强

生这样梦想的主要原因还是一种生存危机感。

壮，以达到最终摆脱生理缺陷的目的。而摆脱这种缺陷

格拉布斯所处的是一种城市化的环境，谋求一份固

的目的又是为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改变自己的地位。

定的职业是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他生理上的

在被困在汽车影院后的时光里，他一直在努力摆脱困境。

不足导致他谋求职业的失败。相比之下，他的朋友弗兰

他最先是准备从“车仔”那里换取轮胎。随后又设法从其

克是一位幸运儿，他拥有一份像样的职业，并 配 备 一 辆

他车辆卸载轮胎和部件。最后，在发现无法修复“道奇

“道奇 1956”卡车，弗兰克成为格拉布斯的偶像。格拉布

1956”的情况下只好通过改装一辆摩托车来达到离开星

斯为使体格变得强壮，总是在不停地吃东西，他代表的是

星影院的目的。格拉布斯在被困时的自救行为象征着他

普通社会成员中不成功的形象。格拉布斯属于下层贫民

力图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困境。但是，格拉布斯最终无法

社会的成员，没有固定的工资，只能靠借用朋友弗兰克的

将“道奇 1956”修复，这暗示着他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生

汽车来学习驾驶，特别是在汽车被搁浅在汽车剧院期间，

存危机，最终只能靠幻想来达到目的。

格拉布斯和他的女友嘉曼尔只能靠当地政府提供的餐票

凯里的自然主义体现在人类与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

资助来度日，这足以说明他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当他

相互作用。凯里在《格拉布斯》中所表现的人类生存环境

被困在汽车影院时，他完全没有自救的能力。汽车影院

是泽维尔·庞斯所说的“世界末日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事实上是一个缩微的社会环境，折射出当时整个美国社

（ Pons 2001： 403） ，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凯里通过

会城市生活环境。汽车影院被困的各种品牌车辆说明，

格拉布斯为生存而做出的各种反应，折射出这种资本主

来汽车影院的人是由各个阶层组成，因为汽车的档次代

义晚期的社会环境与现实，即凯里自己所定义的“真实世

表着主人的身份。格拉布斯的女友与其他人 的 接 触 过

界的真实性”（ van Ikin 1977： 29）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

程，折射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其中既包括中产阶级人

复杂性、人物的心理状况都透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方

物，也有像格拉布斯这样的社会下层成员。

式表现得十分逼真。自然主义始于 19 世纪晚期至二十

凯里对“车仔”各种活动的描述、汽车影院成为落难

世纪初，起源于法国左拉等作家发起的一场 文 学 运 动。

者的主要集散地点和汽车影院的特殊经营模式等，都暗

自然主义作家及理论家倡导的理论直接影响欧洲及美洲

示出社会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生存环境。在城市郊

的文学创作。事实上，自然主义作家及理论家倡导的自

区的自然主义生存法则，通过“车仔”这一特殊群体得到

然主义法则贯穿在整个文学史，即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充分体现。他们破坏汽车，偷窃零部件来卖钱，形成一种

崛起之前，文学作品中就隐含各种自然主义的因素，只是

固定的谋生途径或者职业，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

在自然主义成为一种重要流派，其理论被广泛推广之后，

种寄生产业。无论是“车仔”团伙的专业化作业，还是汽

作家们才开始自觉地将自然主义法则融入到小说创作

车影院的特殊经营模式，都暗示出城市自然主义生态链

中，形成一种更加强大的自然主义文学潮流。

的形成。印度人的出现暗示着，在星星汽车影院这样一

尽管“凯里继承的是一种以社会现实主义占统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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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民族文学”，但其作品中始终流露出一种自然主义的

是大门用钢架挡住。这样的白日梦说明格拉布斯生命的

特质（ Ｒoss 1990： 44） 。在当代，自然主义是以对心理现

目的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不能成功地

实的表现而突显出来的。人物心理产生于生理需求，也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公共安全每况愈下

产生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格拉布斯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的

的社会。由于自身人格上的缺陷，人们努力奔向的目标

幻觉与幻想都产生于他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格拉布斯所

往往难以实现。具体说来，尽管格拉布斯的经历看上去

处的生活与社会环境使他无法摆脱危机，他感到无能为

十分真实，但实际上是想象的，说明他的悲剧是源自一种

力，因此，
他只能用幻想来战胜危机。也正是因为凯里对

虚荣或极度自负。这使他坚信，在社会礼仪中“当你拥有

格拉布斯心理现实的描绘，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效果才得

一辆好车时，人们会尊重你”（ Carey 2001： 47） 。

以极大地强化。格拉布斯的幻想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内在

格拉布斯最初面对的一系列失败，让他心中充满着

关系进一步证明，
作品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中隐含着一股

不可言喻的愤怒与恐惧，他所面临的困难，如轮胎与汽车

强大的自然主义潜流。

零件被“车仔”盗走，使他无法修复借来的“道奇 1956”，
这象征着他更加远离那不可达到的梦想。正因如此，格

3

叙事策略对主题的凸显： 难以实现的梦想

拉布斯选择一种新的方式来继续： 走进想象的领地，设想

在《格拉布斯》中，凯里用梦幻般的叙事为读者创建

他完美的生活，从梦幻中获得幸福。从另外一种角度来

一个美国梦境，其中年轻的格拉布斯陷入困境，但仍然不

看，这并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坚持，是继续他生命追

知疲倦、坚持不懈地奔向那个不可达到的目标。凯里采

求的唯一方法。这也许是他最后对目标的执着，他想使

用乔伊斯式的叙述风格来揭示这一位美国郊区青年的心

这一目标在心中存留更长的时间。这种艺术上的处理能

理状况，并演示其对生活的梦想。当格拉布斯遇到挫折

增强作品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通过一系列想象的场景，

时，他依靠白日梦来面对现实。通过召唤所有的魔幻现

凯里加强我们对现实的印象，以达到对当代社会进行讽

实主义色彩，曲解的感觉器官、经历与现代社会的意象，

刺的目的。凯里最终要展示的不是格拉布斯 经 历 的 悲

凯里创造一种幻想与虚构的现实，目的在于臆造格拉布

剧，而是要透过格拉布斯来演示当代社会表层后面所隐

斯那具有讽刺意味的目标。显而易见，作家通过迷宫式

藏的弊端： 社会价值与丑陋的社会礼仪。凯里是用艺术

的叙述话语的建构、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揭露以及对人物

手段来处理现实的主题。

内心冲突的表现，展现出一种想象的现实。故事折射出

在魔幻现实主义策略的表层下，凯里所表达的是一

下层青年内心世界、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沮丧的精神面貌，

股十分精准的自然主义暗流，一方面表现出他高超的魔

故事表现的是他们所面临与梦想的世界。

幻现实主义策略，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对格拉布斯人物

格拉布斯一直努力使自己变得强壮，以便从联合拖

性格的真实刻画，其目的是要表现自然人作为单一的个

车公司获得一份驾驶拖车的工作。然而，其身体上的缺

体在现实社会的本能反应，旨在呈现出后资本主义社会

陷使他与这一理想与体面的工作失之交臂。他不能够接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格拉布斯面对无力挽回的现实

受这一事实，作为一个下层阶级的年轻人，他固执己见，

时只能诉求于一种感官的处理，那就是通过逃避客观的

挣扎着借用一辆“道奇 1956”拖车，与其女友一起去汽车

现实而去追赶一种不可获得的梦幻。正如凯里所指出的

影院历险，踏上现实与幻想的路途。在尽情地享受驱车

那样，“我对格拉布斯的感受是他用所有的时间在逃避他

之欢与爱情之旅后，来到汽车影院，格拉布斯发现自己的

所不满意的某一个事情，而结果意识到他所逃避的是这

两个轮胎被车仔盗走，这使他再次陷入沮丧的泥潭。他

个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就在栅栏之外”（ Carey 1997： 184） 。

决心重新装上轮胎，但随后他突然发现发动机、化油器、

通过描述格拉布斯驾车出游的经历，呈现出他所处的进

配电器、排气扇、皮带、电瓶、散热器软管和空气过滤器全

退两难的局面，构想出一个深受自身本能控 制、充 满 激

都不翼而飞。此时，格拉布 斯 深 感 震 惊，坠 入 无 底 的 深

情、渴望获得成功，但又受社会与经济状况所 控 制 的 人

渊。修复弗兰克的“道奇 1956”汽车的决心再一次成为泡

物。当格拉布斯发现自己不再可能修复“道奇 1956”时，

影。连续不断的严酷考验使他成为人间悲剧人物。他似

他已经感 觉 到 不 可 能 实 现 像 弗 兰 克 一 样 以 驾 驶“道 奇

乎变得愚蠢、行动迟缓，但是，他仍然感觉到外面的印度

1956”谋生的理想职业，这反而使他从可望而不可及的目

人在注视、谈论和大笑。这一敏感的反应象征着他的自

标中解脱出来。格拉布斯最终意识到，自己所抱有的理

尊。他尽力挽回自尊，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凯里魔

想与渴望只是一种想象成功的状态。但是，他始终不能

幻现实主义的叙述策略将故事推入格拉布斯想象的世

摆脱这种状况，只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幻想，直至最后

界，其中包含着他最终拥有“一辆摩托或一辆完好的卡

变得更加绝望。凯里用自然主义的策略将格拉布斯塑造

车”和“更大更强的目标”。他梦想着在公路上驾驶然后

成一个倾向于悲观主义或经济悲观主义的宿命论者。凯

发现自己被金属篱笆与灯光隔开，最后来到一个大门，但

里透过格拉布斯那种感官的、悲观的特质以及独特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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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主义幻想，构想出整个现代世界的意象。尤其是在故

地揭露出人物对环境的心理反应，旨在关注后资本主义

事的结尾，当格拉布斯在为生命的目标疯狂幻想时，小说

社会中人们“不可达到的梦想”这样一个主题。

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因素获得完美的熔合。凯
里的自然主义书写风格所表现的是悲观的意象与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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