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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采访中，当残雪的日文译者问及她的作品缺乏“横向”（线性叙事发展）时，残雪的

回答是：“或许那与记忆有关吧。我认为自己是丧失了记忆的人。写水平流动小说的人肯定有

记忆。因为我的情况是丧失了记忆，所以既不考虑、也不想考虑以前的事。我总是只考虑现

在。”①

残雪强调现在才是她叙事的唯一时间概念，这并不令人惊奇。然而，余华清醒地意识到神

经错乱的意象群体所蕴含的现在同时包括过去和将来，而残雪对记忆的态度首先是暗示的

（“有关”），其次才是否定的（“丧失了记忆”）。因此，我们阅读这个段落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她的

小说与她失去的记忆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她的小说读作记忆的绝对空无。

先是提起记忆然后又对记忆加以否定的做法，意味着在意识中建立起抵御过去精神创伤

体验的心理屏障。残雪的短篇回忆录《美丽南方之夏日》就是例证，残雪在文中回顾了她在国

家与个人的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度过的童年时代。她在开场白中写道：

1957年，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划“极右”，下放湖南师院劳动教养，母

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1959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

平房，每人平均生活费不到十元，又遇上自然灾害，父亲既无储蓄又无丝毫外援，全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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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萦绕的噩梦：

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

本文试图从精神分析学说中心理创伤的视角来观察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中的语言与叙事模式及其与作者童年经历

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残雪几篇代表作的分析，本文从几个不同面向探讨（包含暴力与宏大的主导象征的）创伤记忆如

何在残雪小说中显示为对意象、事件、行为、社会的超现实征兆。也就是说，残雪的先锋派写作并不是纯文学的形式实

验，而是深刻复杂的历史书写，将主体的历史性蕴含在叙事语言的破碎和扭曲上，营造出各种乖戾、惊恐、危险的人际

互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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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挣扎着。②

这个段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残雪童年生活的历史背景，正如她在整篇回忆中

所做的那样，残雪绝口不提在此期间她的记忆必须面对的所有精神痛苦。残雪强调的是当时

生活的艰难。父亲被划为“阶级敌人”，全家都被赶出城市中心，不寻常的是，现实迫害却没有

被提及。通篇回忆主要描写她外婆神秘而又精明的性格以及她父亲乐观坚韧的气质，全然没

有她小说世界中的那种令人厌恶的气氛。不过，其中也不乏精神骚乱的蛛丝马迹，尽管没有涉

及历史根源，却也显示出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特殊处境中饱受骚扰的精神状态。推开厨房的

门，她“听见一些可疑的响声”③，有人在漆黑的屋子里走动。夜间去山坡上的厕所解手时，她老

是害怕那里“埋伏着一只蜥蜴”④，这令人联想起她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山上的小屋》中的场面。

这篇回忆以及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独特意象，是身体的肿。在本篇回忆中，残雪经常

受到松毛虫引起的“红肿”的折磨⑤。她的外婆死于水肿病的时候，身体“肿得如气枕”⑥。尽管与

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联，肿的意象却可以被理解为激发当时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种症状。残

雪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过肿的意象。在《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里，我的“脸部肿起老高，一

天到晚往外渗出粘液”⑦。在《山上的小屋》里，每当“母亲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的后

脑勺……就发麻，而且肿起来”⑧。在《天窗》中，“因为被尿泡过，长大起来，我的眼珠老往外鼓，

脖子软绵绵的，脑袋肿得像个球”⑨。在《黄泥街》里，齐婆的嘴里一咀嚼，胡三老头的腮帮子就

会肿起老高⑩。肿象征着肉体对无法彻底把握的暴力作出的反应。在这些情况下，肿可以被看

作是精神创伤的形象隐喻，原因大概总是那些不可理喻或者似是而非的力量。外在骚扰引起

的肿的症状是如此难以捉摸或牵强附会，以致显示出非现实或超现实的面貌。

在余华的小说中，对残忍暴虐的不恰当叙事是对遭受过精神创伤的主体的隐喻。在残雪

的小说中，肉体痛苦极为丑陋的意象以及对那些经常看似合理的思想的不连贯表述，就是对

无意识中精神创伤记忆含混暧昧和不可追踪的痕迹的暗示。残雪把余华的无动于衷、无可奈

何而又病态乖张的叙事声音转化为一种极度敏感的语调，以此揭露不可思议和不合情理的动

荡现实。

一、骚扰与分裂的世界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像肿那样令人不快的意象并非外来攻击的结果。在残雪的中篇小说

《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中，肿的意象再度扮演了意味深长的角色。阿文踢着墙在屋子里四处

找人，把脚趾也踢肿了；医生/ 侦探从屋子里跌出来，跌得鼻青眼肿；在“我”眼里，阿文的母亲

像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据她说，她的脚“肿得像胡萝卜”輥輯訛；一天早晨，“我”的腿肿得很厉害；阿

文妹妹的脚扭伤了筋，“肿得像水桶大”輥輰訛。

这些肿的症状不是自发的，就是一个人自身行为的结果。尽管这篇小说的确展示了人际

的攻击、怀疑和背叛的惊人景象，让我们联想起社会动乱的历史时期，但真正的痛苦并不总是

可以直接触摸得到的，罪疚的原因也并不总是有形可见的。《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由不同叙

事者的叙事组成，叙事者包括阿文（“我”）、阿文的三妹、侦探或医生（阿文三妹的未婚夫）以及

阿文的母亲。每个人在不同的章节里都沉浸在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观察之中。阿文在小说开头

的评论“所有的事都仿佛是真的”輥輱訛，暗示他的观察是不可靠的，这样的不可靠进而扩散到了整

个叙事之中。例如，墙上会讲话的假面结果变成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老头死后，他又声称自

永久萦绕的噩梦：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

45



文艺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己变成了侦探/医生。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像吊死在阿文家门框上的那个老头，行为举止古怪离

奇、令人费解。阿文的父亲故意弄断自己的腿，为的是装上假腿（他希望自己更加好看），他临

死之前非常热衷于去绿山出游。他死在一棵板栗树下，旅行袋里装满了腐烂发臭的死黄莺和

死山鸠。我们从他的出游计划中看到的只是荒唐和徒劳，这样的计划与残雪自己的父亲以及

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规划同样不值。

余华揭示了人类天性中的暴虐与残忍，而残雪与余华的不同在于，她注重畸形猥琐的人

物。尽管如此，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从来不把表现理性和逻辑的故事当作对政治或社会不公

平的直接控诉。残雪的多元悖反的主体声音像是在叙事的困惑中挣扎却又不能说明任何问

题。譬如，在假腿与好看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关联。父亲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他关心被杀死的鸟

类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关联只能用作者记忆中无法诠释和含混暧昧的过去的精神创

伤体验来解释，堕落邪恶可以化作道貌岸然。像这样混淆愉快与痛苦的崇高审美观来源于不

能清醒回忆、在理性的范围内无法把握的那种令人恐惧敬畏的东西。无意识的影响来自重复

出现的过去经验却又不具备整体的框架或形式。

《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中的人身攻击、人与人之间的怀疑和背叛似乎也跟历史背景和政

治影响无关。然而，出乎意料和毫无道理的人身攻击和互相背叛正是20世纪下半叶政治运动

期间流行的社会通病輥輲訛。阿文担心自己“从未看透”他的父亲，而母亲声称能够“看穿任何人的

诡计”輥輳訛。三妹的未婚夫自称是医生，他用听诊器检查阿文房间的墙壁。所有这些人的想法和行

为之所以荒唐，不仅因为这些想法和行为毫无意义，还因为他们试图使这些想法和行为产生

意义却又无法做到。这些想法和行为展现的无非是由怀疑和恐惧引起的那些也许是没有任何

实质的精神骚乱。每当天黑的时候，阿文就开始挨个房间地寻找那些人，他发现所有的人都消

失了。在他看来，“这套房子一到夜里就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人全躲起来了，门窗也找不到

了，如一个密封的铁匣子”輥輴訛。叙事者承认，他在寂静中打开窗户，不断地朝无边的黑暗吐唾沫，

直到嘴巴发麻。接着他又拿出铁锤整夜敲砸墙壁。除了搜查看不见的东西之外，我们不知道阿

文为什么要搜查、躲藏、吐唾沫、拿铁锤砸墙壁，整个场景似乎毫无意义。尽管如此，诸如此类

目的性的缺乏，非但没有否定精神骚乱的现实，反而体现了无法追忆的震惊造成的心灵深处

对现实的躲闪。

因此，我们也许再也不会对阿文母亲自相矛盾的陈述感到惊讶，她先是抱怨她睡在箱子

里，她的儿子踩到她的眼珠上，她为此痛苦不堪，接着她又声称整个故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

如此这般的（自我）折磨的幻觉或者现实构成了片断的或不连贯的叙事。整个故事由一系列意

外事件组成，这些事件营造出一种精神异常的气氛，好像那里是丛林而不是家庭。阿文的三妹

非常好斗，她赶走了在黑暗中讲话吓唬人的母亲，用一把铁铲扎她。每天早晨，她与未婚夫把

阿文赶出他的屋子，把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扔得乱七八糟。阿文则端着一把玩具枪把水射向墙

上的影子，他怀疑这些影子想要杀死他。他试图折磨并且赶走住在厨房水池里、用手遮挡自己

下体的三妹夫。另一方面，阿文的三妹也用她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射击她的未婚夫，用铁锤砸

他。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用在这个只有敌人没有盟友的家庭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不连贯和不确定的骚乱也许是这篇小说最令人困惑的因素。小说的叙事没有就暴力行为

与施暴的动机之间的脱节作出合理的说明。小说不仅由不同的叙事者组成，而且人物本身就是

遭到无法解释的疑虑和恐惧折磨的叙事者。残雪的叙事是对无法表述的事物的一种再体验而

非解释。侦探（即医生或三妹的未婚夫）在他叙事的那个章节里承认，他“绕来绕去，永远没法接

近实质，只要一开口，就发现自己讲一件编造出来的事，而不是那件事”輥輵訛。这里强调的“事”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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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被残雪的叙事忽略的那种无法追忆和不可再现的事。人物本身有时也会暗示自己有记忆

困难或者无法表述。阿文的母亲声称，“我失去了记忆，所以这件事无法肯定”輥輶訛。当阿文想讨论

“语言表达的障碍”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的“脑子里出现这句话”，然而他的“嘴巴动不了”輥輷訛。

有名无实的走廊空间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在阿文的母亲和侦探看来，这

条走廊“真吓人”輦輮訛，对阿文的三妹来说，它“朦朦胧胧，充满了诡计”輦輯訛，是“灾难的”輦輰訛。然而，走廊

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唯一“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就是阿文的姨妈在走廊里用手电

筒把人照得眼花缭乱。其他与走廊有关的怪事发生在阿文的梦境中：走廊里养了两头豹子，一

只狐狸从走廊的窗口跑进了云层。豹子和狐狸给家里带来野蛮的气息。换句话说，家庭变成了

真正的丛林，丛林法则理所当然在那里统治着一切。要知道，丛林法则就是进化理论的核心，

邪恶就是推进宏大历史进步的力量，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从中得出的结论。汉娜·阿伦特在她关

于极权主义的著名论述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就是关于生存的历史法则，而达

尔文的进化论却是关于自然的法则輦輱訛。

阿文在梦中从家里逃出来，变成住在崖洞里的穴居人。令人难堪的是，这个家充满了残忍

野蛮，而崖洞（根据阿文姨妈的暗示）却被精心布置成充满情趣的家。他在梦中经历的这种精

神困境暴露了他的无助。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对野蛮残忍的饥渴，对文明的向往与对非自然之

物的偏好交织在一起。直到小说结尾，叙事者才终于声称，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结出了成熟的

果实。这个田园诗一般的场面与先前描述的只有恐惧和危险的走廊大相径庭。然而，丛林再度

显示出它的美丽，正如一个集权社会总要炫耀它的华丽庸俗的装饰那样。真实与不可能，诱惑

与憎恶，所有这一切都在无意识的潮流中纵横交错、难解难分。

总而言之，通篇小说缺乏线性情节，它由不同叙事者对自身体验的陈述以及对梦的描写

片段构成。现实与幻觉难以分辨，所有的景象和事件犹如扭曲、错位或浓缩的梦幻，在某种程

度上，它们只能被当作梦境来诠释。残雪的风格与奠定了意义的绝对真理的现代叙事范式背

道而驰，反而倡导难以捉摸、躲躲闪闪的表现，以此暗示叙事扭曲失真的根源：历史精神创伤

打断了自信与完整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残雪作品中的恐惧与骚扰并非来自真正的攻击，残

雪所要表现的就是无法从无意识中现身的精神创伤记忆。正因为如此，真相不能得到完全彻

底和恰到好处的表露，传达的真相看似扭曲而且如梦如幻。当众多作品记叙现实迫害下的悲

惨经验，进而把绝对主体当作寻找安慰的避风港，残雪的叙事并不依赖表达真相的作者权威，

而是注重于历史精神创伤造成的主体分裂。正如凯茜·卡露丝指出的那样，那就是“同时作为

形象和遗忘的重复强加”的那种精神创伤，它“唤起了由发生之不可理解所构建的一种历史的

艰难真实”輦輲訛。

二、冷漠与恐怖的世界

相对于《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这个梦境和幻觉的大杂烩而言，残雪的另一部小说《苍老

的浮云》情节就比较具体。小说的主要线索就是虚汝华出于对她丈夫、亲戚和邻居的恐惧，把

自己关在一个门窗被铁条钉死的屋子里，她的身体逐渐变成了填满芦杆的空躯壳。这篇小说

反映的也是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残雪仍然没有提供现实迫害的背景，她描写了特定的历史环

境下精神骚扰的无意识效应。这里的精神骚扰令人联想起特定历史时期标志着社会敌对气氛

的言语攻击。例如，母亲在虚汝华的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很大的字：好逸恶劳，痴心

妄想，必导致意志的衰颓，成为社会上的垃圾！”輦輳訛残雪在这里用“很大的字”让我们联想起“大

永久萦绕的噩梦：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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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报”这种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政治攻击形式：一个关系密切的熟人往往利用“大字报”粗暴

草率和牵强附会地批判某人的政治观点，或者突然揭发某人的私生活。诸如“好逸恶劳”、“痴

心妄想”之类的成语是用来谴责“非无产阶级”倾向或“反动”观点的十分常用的贬义词。

虽然虚汝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躲避她的母亲，母亲仍然接连不断地给她写字条，“有时用

字条包着石头压在她的房门外面，有时又贴在楮树的树干上。有一回她还躲在树背后，趁她一

开门就将包着石头的字条扔进屋里”輦輴訛。这样的骚扰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过去经验中的历史暴力

的扭曲再现。小说一开始，虚汝华从窗口捡到一个小纸团，扔纸团的大概是她的邻居更善无，

他警告虚汝华不要“窥视人家的私生活”輦輵訛。在怀疑虚汝华窥视别人私生活的同时，更善无自己

的行为却侵犯了虚汝华的私生活。如此这般的背后相互攻击而不是正面冲突，构成了小说中

驱使每个人物的神秘动力。更有意义的是，这里的言语骚扰，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话语骚扰，

就是长期以来让残雪和她那一代人饱受惊吓和恐惧的无形政治力量。

尽管如此，话语威胁并不是心理震惊的唯一根源。在《苍老的浮云》里，除了互相猜疑之

外，虚汝华与更善无之间还有过暧昧的婚外关系，他们彼此需要、互相警戒，甚至两者兼而有

之：“他们恐惧地相互搂紧了，然后又嫌恶地分开来。”輦輶訛残雪对这样极为复杂的情感和冲动进

行了挖掘。摇摆于历史暴力与主流话语之间的痛苦与色情诱惑或感情依赖确实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老况（虚汝华的丈夫）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老况的母亲根本就不爱

虚汝华和老况，她经常带着“长统防雨胶鞋”或“一根铁棍”来到他们家，“一来立刻用眼光将两

间屋子搜索一遍，甚至门背后都要仔细看”輦輷訛。除此之外，她还不断差人给他们送字条：“要警惕

周围的密探！”“在枕头底下放三块鹅卵石”，“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尤其不能望左边”輧輮訛。

这些字条的风格多少是对那些目的在于为理性化的历史剧本制定规则的宣传话语的戏

仿。尽管这些只能带来骚扰的字条并没有意义，但是“理论”教导的尖刻风格依然如故。老况被

刻画成一个内心依赖母亲的不成熟男人，生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对他所处的环境作出自相矛

盾的过激反应。一方面，他深受母亲的影响，老是担心会发生谋杀或者抢掠，“简直没法在这种

恐怖气氛中生存下去了”輧輯訛。另一方面，他“接到母亲的字条总要激动不安，身上奇痒难熬，东抓

西抓，然后在椅子上扭过来扭过去的搞好半天”輧輰訛。他也写过诸如此类的回复：“立即执行。前项

已大见成效。”輧輱訛

老况无疑是他母亲的同谋，他们一起“舞着铁棍在干那种‘驱邪’的勾当”輧輲訛。小说出色地描

写了老况对他所处的环境的自我矛盾的反应，他的挑衅举止和话语中表现出来的激动，以及

他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的身份。老况在母亲的巨大阴影底下失去了他的主体完整性。后来，他

的母亲要“搜集名人语录”以便“进行灵魂上的清洗工作”，老况“和母亲到街上去散步，手挽着

手，趾高气扬，他心中升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奇感和自豪感”輧輳訛。在帮助虚汝华给门窗钉上铁

条之后，他的这种傲慢或自豪就转变为对母亲的彻底依附。他不断地小声叫着“妈妈”，“声音

细弱得如同婴儿”，恳求母亲不要将他抛弃輧輴訛。这种自大与自卑的心理交替注定了不稳定的主

体错综复杂的感情走向。俄狄浦斯情结似乎不是对老况与他母亲之间关系的唯一解释，因为

这里的母亲形象巫婆的成分多于母性（比如在挥舞铁棍驱邪的场面中）。老况的俄狄浦斯情结

也因此成为对母亲的依附，那是他向幼年堕落的结果，然而母性在他母亲身上已经不复存在。

象征着情感和温暖的母亲怎么会被描绘成絮絮叨叨的碎嘴女人？在残雪的许多作品中，

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似乎被颠倒了过来，以表现儿子与母亲之间的变态关系。这样的母亲形

象堪与经典的中国现代小说相比拟，如叶圣陶的《伊和他》中的所谓“‘阳具型的’母亲”，“作为

主人的母亲”或“掩盖下的父亲权力”輧輵訛。如果说叶圣陶的颂歌是献给即将破茧而出（一个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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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的“掩盖下的父亲权力”，那么残雪则揭露了“‘阳具型的’母亲”的独断专制。引起这种转

变的是主流文学、艺术和电影，正如王斑指出的那样，“女性/母亲的形象常常与党的形象联系

在一起”輧輶訛。母亲的形象与“祖国”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表现实际上是毫不留情的政

治势力的关爱性。事实上，在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被当作神话符号的是母亲而不是父亲。下

面这首“流行”歌曲（当然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唱支山歌给党听/我

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輧輷訛母亲的形象因此被视为亲切和蔼的象

征，然而它在残雪小说中所代表的却与此相去甚远。

这就是她噩梦般的小说的本质之所在：正面的形象或象征变成了超越主体理解力的含混

暧昧和多义性。甚至自然景观往往也被降格为文化神话。通常被传统文人用来悲叹逝去青春

象征的落花让更善无感到恐惧，他也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样葬花。然而，更善无的葬花与

黛玉的葬花只有表面上的可比性。更善无与多愁善感的黛玉不同，他无视“黛玉葬花”的抒情

意义，“生气地踏倒了一朵目中无人的小东西，用足尖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拨着泥巴将

那朵花埋起来”輨輮訛。依此类推，残雪的“月光”也不再是美丽动人的形象，而是“像铺在地上的一

长条尸布”輨輯訛。

在这篇小说所有的凶兆中，太阳大概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小说一开始，更善无“在他的脑

袋里搜寻着夸张的字眼”，好让他自己相信，“太阳一出来，什么都两样了，那就像是一种新生，

一个崭新的开始”輨輰訛。同样是太阳，除了在“夸张的字眼”中象征地位之外，它还是女主人公虚汝

华心中的恐怖形象，“在林子边挂着一轮血红的太阳，红得很恐怖”，太阳让她的“太阳穴胀痛”輨輱訛。

红太阳是古今统治者专用的主要象征，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血红的太阳”是暴力和野

蛮的隐喻。尽管这里的太阳仍然象征着一种“新生”或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个宏伟壮丽的形

象却“红得很恐怖”，因为充满象征功能的太阳形象令人畏惧。这就是导致精神创伤的话语暴

力和肉体暴力的主要根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雪的写作体现了返回本原（原初的事

件、符号、神话等等）的不懈努力，然而这样的本原却因为受到病态经验的不断影响而不可避

免地得到了病态的表现。

从象征的层面上看，太阳对应的是同时带来显赫与灾难的男人形象：在虚汝华的梦境中，

“总有一个穿粗呢大衣的成年男子，一会儿慷慨，一会儿温柔地说出一些动人的话语来，一直

说得她的耳朵嗡嗡地叫起来……在这一切的后面，是那巨大的，无法抗拒的毁灭的临近”輨輲訛。显

而易见，如果说这个“成年男子”代表了弗洛伊德“诱惑场景”中的原初形象，那么“动人的话

语”注定就是既诱惑（“一会儿慷慨，一会儿温柔”）又骚扰（“她的耳朵嗡嗡地叫起来”）的话语。

毁灭正是以这样一种间断的而不是逻辑的方式出乎意料地降临在虚汝华（或残雪）的梦境当

中。毁灭的凶兆可以被看作是分崩瓦解的主体对扭曲和错位的客观世界的感受。

《苍老的浮云》的主题就是萦绕着每个人物的持久不散的精神骚扰。有时，焦虑是唯一能

够确定的东西，但焦虑的根源和对象却又无法把握。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回忆起所有

的悲惨不幸。对虚汝华的母亲来说，她过去的精神创伤只是以一种幻影的视觉形象在她的头

脑里出现：“她忘不了她失去头发的那件事，那个湿漉漉的秋天，树上的枯叶红得像要滴血，墙

壁上渗出黑水，她坐在摇椅里，惶惶不可终日……”輨輳訛原文中的省略号留下的是当时那件事无

法追忆同时又是难以忘却的真实细节。归根结底，在难以忘却与无法追忆之间，在可以辨认与

不可把握之间留下的只有“惶惶不可终日”。

残雪小说人物的焦虑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的妄想狂幻觉，因为残雪的焦虑针对的不是

某个单独完整的事件，而是随机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带来的后果，在她的人物看来，焦虑是

永久萦绕的噩梦：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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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确定的。在小说开头的一个片段，更善无半夜里大呼小叫：“墙角蹲着一个贼！”輨輴訛他醒来才

发现实际上那只是一个梦。另一方面，焦虑不只是幻觉或幻影的产物。在许多情况下，焦虑来

自既可怕又可笑的真实事件。有一次，虚汝华的父亲怀疑她的母亲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吃他的

肉，他看见她半夜里吮吸他的腿，他还发现自己的整个身体变得越来越瘦。他责问虚汝华的母

亲：“你，干吗老吃我的肉？”她却更加凶狠地咆哮道：“呸！”“势利小人！算计者！我的天呀！”輨輵訛

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在老况与虚汝华之间，虚汝华继承了她母亲的习惯，变成了吸血鬼，她也

在夜里咬丈夫的肩膀，吸他的血。在这里，即使连吃人与吸血都成为焦虑的根源，这样的表现

模式也没有任何现实感。换句话说，那只能被看作噩梦，噩梦中的吃人与吸血是对社会或家庭

中的恐惧的极端隐喻。

问题在于作者残雪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同一于虚汝华，那个最终把自己关在铁笼子般的屋

子里的幽闭爱恋者。残雪在探讨自己写作的一篇短文中的自我描述暴露了她与虚汝华的相同

个性：“一个人，生性懦弱乖张，不讨人喜欢，时时处在被他人侵犯的恐惧中，而偏偏又一贯用

着一种别人看来是奇诡的、刻薄的眼光看这世界。”輨輶訛对外部世界同样的心理敏感或者脆弱也

导致了虚汝华的幽闭爱恋症，尽管那并不像是天生的禀性。事实上，正如我先前说明的那样，

对骚扰的过度焦虑来自心理震惊的精神创伤体验。这就是为什么虚汝华睡着的时候觉得窗外

的树枝在抽打她的脸。她让丈夫老况给所有的门窗钉上铁条，“这样一来屋子就像个铁笼子”，

她也许只有“在铁笼子里”“才睡得着觉”輨輷訛。

“铁笼子”的形象自然令人联想起鲁迅的著名隐喻“铁屋”，他希望（尽管不无犹豫）以此唤

醒沉睡的人们輩輮訛。相反，残雪的女主人公宁愿把自己关在被铁条钉死的房子里安心睡觉。这两

个时代的两种形象之间的对立意味深长。这就是“五四”知识分子热切带入历史的革命，以继

续革命的名义，引向了持续灾难对个人产生了震惊暴力，这样的精神创伤体验成为如今萦绕

他们记忆的噩梦。虚汝华用来抵御外部骚扰的幽闭爱恋症就是“解放”话语底下的历史暴力带

来的后果。这种话语正是从鲁迅与他的知识分子同伴的“五四”现代性话语发展而来的。

小说结尾的场面悲惨凄凉，虚汝华变成了一个干瘪的女人———令人联想起T. S. 艾略特

的著名诗句“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輩輯訛———她的身体填满了芦杆，弹上去会发出空洞的

响声。“铁笼子”里现在铺满了死蟋蟀的尸体，破烂的线毯，被粉虫啃咬的藤椅，这是死亡和万

物俱废的结局的绝佳写照。虚汝华的变形并非意味着启蒙后的蜕变，反而意味着再次出现和

同时出现的精神创伤体验把残雪带入的生存困境。归根到底，那个干瘪的形象不是虚汝华，而

是残雪的对象化自我。具有讽喻意味的是，外部世界不断增长的危险耗干了她的肉体。对虚汝

华干瘪的身体的最早描写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她还是一个少女时，也曾有过做母亲的

梦想的。自从门口的楮树结出红的浆果来以后，她的体内便渐渐干枯了。她时常拍一拍肚子，

开玩笑地说：‘在这面长着一些芦杆嘛。’”輩輰訛实际上，红色的浆果在这里表示唤醒精神创伤记忆

以及使人反常的那种现时的和外在的刺激或者兴奋。因此，虚汝华悲剧性的形体变化只能用

作者残雪的心理动机来解释，她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她自己的情意特征。

三、心理意象的毁形

卡夫卡式的变形寓言曾经出现在残雪最早发表的作品、短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当

中，小说的第一句开门见山：“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輩輱訛像这样以故事梗概开头的做

法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大多数读者看来非同寻常，因为它无视理性的表现主体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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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现实主义的基础。然而，这样的事实也许泄露了残雪自己对母亲的抵触态度（如果不是

弑母情结的话），母亲的形象再次被塑造成一个妄想狂暴君，“铁一般的女人”輩輲訛，她不断地喊

叫、自寻烦恼，抱怨儿子虐待她的“阴谋”。尽管如此，要是残雪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原型，她

塑造的母亲形象就不会那么有趣。在残雪的小说中，母亲也确实关心儿子，只不过她采用了骚

扰而不是启迪式的暴力和强制方法。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她安排儿子与科长的女儿、一个丑陋

无比的老处女相亲，以此讨好她的上司。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残雪更倾向于表现儿子对母亲感

情上矛盾的（如果不是敌意的）态度。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母亲不断责备儿子的忤逆不孝。像这样沉重的声音不断造成了“我”

的肉体痛苦，让“我”实际上成为杀害母亲的凶手。看到母亲脸上冒出的肥皂泡，她擦拭脸上的

茶水的动作让他感到空虚，他“像受了鬼的差使”輩輳訛，建议她去洗澡，把滚烫的水倒在澡盆里。支

配他的“鬼”显然就是阴暗的无意识以及遭到他否定的那个隐藏的自我。当他听见母亲微弱窒

息的叫喊的时候，出于摆脱母亲的无意识愿望，他并没有在一切都变得寂静之前伸出援手。他

撞开门，只看见澡盆里肮脏的肥皂泡，肥皂泡依然在意味深长地瞪着他，从澡盆底下传来母亲

的声音。除了他明显的弑母倾向，主体爱恨交加的情感使小说的情节没有沦为平淡乏味的愿

想成真。作为伦理原则的审查功能在这里被叙事者用来否定或者隐瞒他看着母亲消失的那种

满足。这就是普遍的伦理道德———他害怕人们指控他有杀人企图———与他难以忍受母亲的不

断骚扰之间的冲突。他甚至在母亲将她的卧床挪进厨房时提醒母亲防止煤气中毒。他遭到否

定的弑母冲动后来超越了维系着他与母亲之间的那种正常关系的伦理意识。

《污水上的肥皂泡》蕴含了残雪后来的短篇小说中的大部分特点：心理攻击和扭曲、多义

的叙事、对变形的描写以及令人困窘的表述。她最出色的短篇小说之一《山上的小屋》侧重于

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对所有想象中或者潜在的危险与威胁的微妙恐惧。在山上的小屋里，有人

在“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周围是呼啸的北风与嚎叫的狼群輩輴訛，那好像是“我”挥之不去的不祥之

兆。小屋里的人堪与《苍老的浮云》中把自己关闭在密封的房间里与世隔绝的人物虚汝华相

比，只不过这里的封闭并非出于自愿。有一次，“我”回到小屋里，看见自己在镜子里变成了那

个人，“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輩輵訛，那个人“蹲在”小屋里，“他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輩輶訛。

由此，这个形象可以被视为“我”的精神投射或者想象的反映。然而，尽管小屋里想象中的那个

人物可能就是镜子里反射出来的那个影像，这样的视觉形象谜一般高深莫测，意味着“我”再

也找不到小屋了，那也许是一种幻觉或者幻想。

残雪的神秘叙事呈现的心理意象可以被理解为真实的、同时又是以不真实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心理意象。然而，这种心理视像无法现实化，并不意味着心理压力是非现实的，而是说，用

现实主义的方式处理这样的心理压力和历史压抑是不可行的。小屋不仅是真实情形的一个象

征，而且还是可以理解或不可理解的心理世界的寓言化形象。这让人再次联想起鲁迅的铁屋

比喻。对鲁迅来说，铁屋是社会历史限制的明确象征，它或许可以被另一种历史力量打破，哪

怕只有微乎其微的希望。虽然如此，鲁迅却敏锐地质疑他那承载着历史承诺的写作的纯洁性，

他认为一旦沉睡者醒来并且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悲惨处境，情况也许会变得更糟。残雪则更多

是心怀疑虑地将问题局限于幻觉的精神领域。换句话说，残雪并不打算打破这样的框架———

因为逃离小屋几乎没有希望———她更热衷于用声音和意象表现焦虑紧张、压抑强制和攻击挑

衅的感觉。然而，将这些感觉概念化进而消除并非易事。

主体对概念化的无能为力符合“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恐惧氛围。这样的恐惧来自“我”想象

中那些无法解释的心理骚扰。《山上的小屋》出现了残雪的另一组重要意象：刺穿或者钻孔。例

永久萦绕的噩梦：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

51



文艺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如，“我”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輩輷訛，狼群“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輪輮訛，母亲的

相貌被描写为“从门边伸进来墨绿色的小脸”輪輯訛。对家的刺穿是对强暴的隐喻，正如对童贞的强

暴是无意识中对精神创伤的隐喻。总而言之，这样的情景并非如实照搬个人的过去经验。确切

地说，在这里被唤起的刺穿意象，其本质必须被理解为心理骚扰无法追踪的、创伤化的历史经

验的意象复活，残雪本人就像所有经历过专政的人那样深受其害。

在这里也能见出鲁迅的影响。《狂人日记》中的叙事者怀疑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等着吃

他，并且为此备受折磨，《山上的小屋》中的“我”也对家里（一个相互威胁的群体）的人过分敏

感。然而，与鲁迅笔下的狂人的恐惧不同，残雪的叙事者的焦虑和恐惧都没有明确的来源和对

象。骚扰《山上的小屋》叙事者的不是有计划的谋杀（如鲁迅的狂人假设的那样），因此骚扰的

真正原因无从找寻。虽然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发现她的父母翻过她的抽屉，把她心爱的

死蛾子、死蜻蜓扔到地上。尽管如此，这件事很难被看作是她焦虑的来源或关键（更不用说这

样的震惊通常而言不够强烈）。在整个叙事中，这件事并不是“我”关注的中心，而只是暴露了

对暴力的敏感、却又隐瞒或偏离了仍然不为人知的原初事件的隐喻片段之一。除了这样确凿

的事件之外，“我”实际上还遭受着任何感知或者感觉的骚扰。父母亲的鼾声震动了厨房碗柜

里的餐具；一旦感觉到母亲盯着“我”的背后看，“我”的头部就会发麻和肿起来；父亲扫了“我”

一眼的目光像是来自狼的眼睛。古怪离奇的一切分明来自叙事主体的精神分裂感知，或不如

说是认知，贯穿在许多片断当中的这种感知或认知使得主体偏离了任何中心事物。

为此，《山上的小屋》的叙事者与鲁迅的狂人不同，她非但没有而且不能把重点放在她不

得不面对的某件事。这样的事实意味深长，因为假设没有任何危险，她要面对的就是无处不在

而又无法确定的对危险的猜疑。《山上的小屋》中的危险与威胁就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遭受他人压迫的受害者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也同样遭受到“我”

或者其他人的骚扰之苦。“我”母亲声称，“我”每次走进她的房里找东西，她都会因为害怕而哆

嗦；小妹偷偷告诉“我”，“我”开关抽屉的声音让她发狂；几十年来，父亲总是怀疑他把剪刀掉

在了井里，他一直为此苦恼和牵挂，一天，他没有捞到剪刀，他看见自己左边的鬓发全白了。整

个叙事不是对集体压迫的个人抗议，而是在酝酿一种恐惧的气氛：人人都在给对方制造莫名

其妙的痛苦以及心怀叵测的威胁。

《公牛》是残雪的另一篇被大量编选的小说，其中的中心意象就是一头公牛用牛角捅穿了

“我”卧房的板壁。根据叙事蒙太奇，当她试着抚摸牛角时，“我”触摸到的却是她丈夫的后脑

勺。我们可以依此推断，公牛就是“我”丈夫老关的隐喻意象，老关对她的威胁被形象化为公牛

的幻觉意象。当她再次发现丈夫的脑袋与牛角的相似之处的时候（她触摸丈夫脑袋的手被他

坚硬的额发扎痛），她注意到他“滑稽的威胁神态”輪輰訛，他朝她呲出他的蛀牙。“滑稽的威胁神态”

在这里变成了对复杂或混乱的威胁情形的矛盾修辞，因为滑稽可笑之事在于他们的折磨不是

源于任何折磨的情境，而是来自另一种受折磨的情境。小说的另一个关键是老关始终担心他

的蛀牙会不断加剧他的焦虑或折磨。更有甚者，在小说的末尾，老关高举大锤向一面镜子砸

去，镜子里反射出来的老关就是折磨他的那头野蛮焦躁的公牛。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场面，公牛

被描绘成一个受害者而不是袭击者：“庞大的动物的身躯倒在水里，‘啪嗒啪嗒’地作垂死挣

扎，鼻子里喷出浓黑的烟雾，喉咙里涌出鲜红的血浆。”輪輱訛

在残雪的小说中，骚扰的来源和对象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可以互相置换。因此，叙事者

的声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原初的单一声音可以传递给众多他者，并且因此可以轻易地自我

播散。实际上，直接援引老关游离于原来叙事声音之外的道白占据了小说的绝大部分。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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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身为叙事核心象征的公牛是高深莫测和不能确定的，它体现了抵达表现终极真实的主体

限度。许多年前，公牛的第一次出现（在一个诱惑的场面）几乎令人难以察觉，人们只能看见闪

亮的紫光和公牛缓慢移动的屁股。听到公牛的敲门声，“我”怀疑那只是一个幻觉。公牛仅仅被

当作不被理性感知理解的一种难以捉摸的危险，因为将公牛同一于老关只不过是一个假设。

这篇小说中的公牛至少应该被诠释为难以归类的、同时是性诱惑与性威胁的巨大震惊的隐喻

原型。进而言之，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这样的原型不仅是多义的，因为它（既动人又骇人）的

双重攻击性，而且还是悖反的，因为它既卑鄙又脆弱。这种主导了残雪所有作品的双重性产生

了作为精神创伤效应的终极不可确定性。这里便出现了反讽的概念，具体表现在不可调和的

原型裂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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