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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盲刺客》中的创伤叙事
郝静迪
（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宿州

235200）

[ 摘 要 ] 以心理学的创伤理论作为基础，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对《盲刺客》中的叙事和创伤的关系进
行探讨。采用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引入分析，从历史角度和女性身份角度分析《盲刺客》中主人公艾丽丝
的创伤来源；将叙事文本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与创伤症状进行分析比对，解读艾丽丝创伤叙事的语
言表现形式；探究艾丽丝通过叙事实现最终的创伤治疗，即通过叙事使创伤记忆从潜意识中剥离，以达
到自我救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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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
加拿大文学女王”称号的玛格丽特·阿特 常规的后现代文学作品使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而
伍德的作品通常着眼于女性，擅长通过对某个特定 玛格丽特在小说中首先设立了传统小说的标准，然
女性角色的描写来展现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命运起 后逆其而驰；王韵秋认为：阿特伍德在《盲刺客》中
伏。 她的作品《盲刺客》于 2000 年摘取英国文学最 使用多视角叙事、元小说因、互文因素等等后现代
高荣誉布克奖，布克奖评委评价这是一本“视野广 主义写作精神呈现的就是创伤综合症的体现方式。
叙事视角方
阔，结构精彩并富有诗意戏剧性的作品”。小说的主 王守义从“真实的不可靠叙事者”以及“
线是 80 岁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艾丽丝和妹妹劳拉的 面对《盲刺客》中的不可靠叙事者进行解读分析。本
人生遭遇，副线叙事则是富家小姐和穷小子的爱情 文将立足于叙事学，尝试将叙事分析和心理学的创
故事，第三层故事则是第二个故事中的男女在约会 伤理论结合，从创伤叙事视角来解读《盲刺客》。
时共同构建的科幻小说。 这部小说自问世起，就得

一、创伤的来源——
—历史和死亡

到文学评论界的极大关注，Cora lAnn Howells 在

文学体系中的创伤理论主要沿用弗洛伊德相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argaret Atwood 评 关的理论体系，弗洛伊德认为个人对意外事件的情
价其：“通过融合科幻小说，元小说以及压抑之后的 感反应是不能和人的记忆融为一体的，就如同“入
堕落戏仿了小说本身以及大众品味从而描绘出被 侵身体的异物”，这种情感反应就是创伤性记忆，它
訛
战争毁掉的一代。 ”譹
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叙事学角 在人的潜意识区落脚， 当个体遇到类似情况时，创

度 对 《盲 刺 客》 进 行 分 析 解 读 ：Alison Reed 在 伤性记忆就会通过个体的动作与潜意识割离，用于
訛
。《盲刺客》的故事是以动荡的一战以及
Structural Duplicityin The Blind Assassin 中提出玛 自我保护譺
格丽特阿特伍德区别于其他后现代文学作品在于， 接下来的经济危机作为背景，死亡则是书中大部分
[ 收稿日期 ] 2015-11-03
[ 基金项目 ] 宿州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不可靠叙述研究”（2014yyb14）
[ 作者简介 ] 郝静迪（1985-），女，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北京语言大学硕士，主要从事叙事学、后现代英美文学研究。

①Howells, Coral An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argaret At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116.
訛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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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归属，劳拉在小说开篇就跳崖自杀，接着用 共存，玛格丽特将不同题材的文本并列。 例如个别
倒序，插叙的方式追述艾丽丝生命中其他重要人物

章节利用新闻简报作为故事情节的引子，把故事和

的死亡：母亲死于难产，父亲死于内忧外患，爱人横

新闻有机融合在一起， 模糊了虚构和真实的界限。

尸沙场，自己的女儿嗑药过量身亡。 死亡是艾丽丝

这种多视角多棱镜的叙事方式也否定了语言和真

创伤的根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些人的死亡 实的关系，用分裂化的手法体现出叙事者艾丽丝在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正源于对伤害事件的不断

亲人死亡、家族产业覆灭、丈夫的轻视玩弄一系列
重创之后对事物呈分散化的精神状态。艾丽丝写作

重复体验，创伤者“会乐意把意识压抑的经验当成 过程中停下笔头：“这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我所记录
当下体验”。艾丽丝妈妈死于小产，当时还年幼的艾 下来的，而是我所省略的。 ”艾丽丝的精神被割裂，
丽丝极力压抑自己的悲伤同时还要照顾自己不谙 自我产生分离，将真实和虚幻混淆，而她只有通过
世事的妹妹劳拉，之后，她周围每个人物的死亡都 不断地叙述来使自己从痛苦中解脱。
会唤醒藏匿已久的创伤记忆，为艾丽丝编制出一张

在《盲刺客》中，艾丽丝的创伤在她的潜意识中

逃脱不掉的创伤之网。如果艾丽丝妈妈的去世是其 不断重复，然后通过不同文本——
—《圣经》、《希腊神
创伤原罪， 父亲的死愈发加重艾丽丝的创伤体验， 话》以及主叙事框架中隐藏的另外两层故事体现出
至爱之人亚历克斯葬身战场又再一次解开她创伤 来。艾丽丝将自己和劳拉与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做
的疤痕，那么劳拉的自杀则给她造成了至大的重创。 类比， 来呈现出自己和劳拉之间纠结的姐妹关系；
艾丽丝对劳拉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 她小时候斩钉 在叙事中，艾丽丝的名字也耐人寻味，艾丽丝在《埃
訛
截铁地认为：
“
我妈妈当然爱劳拉胜过爱我。 ”譹
在父 尼伊德（Aeneid）》中是神使的名字，她的妹妹狄多

亲的葬礼上，艾丽丝察觉周围的人更为劳拉觉得可

(Dido)为战争中牺牲的爱人埃涅阿斯(Aeneas)自杀，

惜，到后来劳拉被理查德关进精神病院，艾丽丝从 但灵魂被困， 艾丽丝遵循神的旨意结束狄多的生
未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并承认：“劳

命，使她摆脱痛苦。在《盲刺客》中，艾丽丝担任向妹

拉一直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 ”艾丽丝一方面深爱

妹传递亚历克斯战死沙场消息的信使，使妹妹生无

劳拉，认为劳拉是她的“另一只手”，另一方面又羡 所依，跳崖自杀，也跳脱了无边的痛苦。
慕甚至嫉妒妹妹劳拉勇敢追求爱情的自由精神。劳

创伤叙事的“强迫性重复”指的是叙事者无意

拉如同爱丽丝的另一个因为创伤体验而压抑的自 识地重复某段话、某个意象、某张图片等。《盲刺客》
我，艾丽丝与劳拉共存却又想使后者消失。 在这种

中重复出现《圣经》典故原型，艾丽丝不断将自己和

矛盾的心理下，艾丽丝告诉劳拉她牺牲自己保护的

劳拉与圣经中的故事原型做类比，将劳拉死亡这个

亚历克斯死亡的消息， 并且直接导致了劳拉自杀， 事件对自己造成的创伤体验呈现纸面，通过重复强
而劳拉的死亡给艾丽丝最大程度的创伤以及其附 调这种创伤。 安妮·怀特海德认为：“
文学原文本的
带的负罪感。
二、艾丽丝创伤的症状之后现代主义体现方式

痕迹浮现并反复出现在当面文本，与创伤候症群非
訛
常相似，都属于强迫性，下意识的活动。 ”譻
80 多岁

后现代主义背现代主义而驰，反对“人可以通 的艾丽丝回想往事时这样为自己辩护：“我是我妹
过观察客观了解真实”以及“语言指涉并且反映真 妹的监护人吗？ （Was I my sister’s keeper?）”这句
訛
实”譺
。 后现代主义的精髓是反对结构、反对传统， 话来源于《圣经旧约》中该隐弑弟的故事，亚当夏娃

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则是采用一些非传统的模式，

有该隐和亚两个儿子，在农田劳作的该隐把一部分

比如闪回、意识流、碎片化叙述。《盲刺客》中艾丽丝 庄稼祭献给上帝， 而亚伯把最好的牲口供奉给上
的创伤叙事症状和后现代精神相重合，通过后现代

帝，上帝喜欢亚伯的贡品，该隐出于嫉妒就将亚伯

叙事模式体现其创伤。

杀死，上帝惩罚该隐，该隐所受的折磨痛苦远远大

《盲刺客》 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后现代主义因素 于亚伯。 《盲刺客》 中艾丽丝就不止一次地想杀死
譹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盲刺客》，韩忠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1 页。
訛
訛佩恩：《叙事疗法》，曾立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年。
譺
訛 White，Hayden，The Content of the Form：Norm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
譻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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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妹妹劳拉，最后，她也是故意将亚当克斯的 具，照顾自己的妹妹劳拉；在家族产业濒临破产的
死讯告诉精神饱受折磨的劳拉，这是压倒骆驼的最 时候，又要变身成为孝顺女儿，与企业家理查德结
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劳拉自杀殉情。 但是同时她

合，成为其玩弄的工具。在一次次的自我伪装中，艾

自我认同”，而她的面具随着周遭环境
也把自己所受的创伤归咎于自己，“
孩子们总认为， 丽丝失去了“
凡坏事都和自己犯错有关，我也不例外。 ”

的改变而改变。不同于艾丽丝，劳拉从不压抑自我，

闪回是在心理学和叙事学两个学科重合的一 她们都深爱亚当克斯，都被理查德凌辱，但是不同的
个概念。创伤心理失衡状态，又叫延迟性创伤反应， 是劳拉有敢于呈现真实的自我，有勇气同命运抗争，
指的是创伤所引发的一系列滞后的精神性反映，具 最后当艾丽丝带来理查德自杀的消息， 劳拉不惜自
訛
有延迟，以及持续的特征譹
。 它是一种延迟性、持续 杀来摆脱自己所承受的耻辱以及失爱之痛。 所以在

性的心身疾病。 而闪回是创伤后遗症的典型症状， 《盲刺客》中，艾丽丝让劳拉在叙事中重生，小说的结
它指的是造成创伤事件的回忆猝不及防地呈现在 尾三层叙事里都反复提到“另一个时空”，而所有我
梦境中，或者是在创伤者清醒的时候以记忆碎片的 们爱的人都生活在那个空间里。 艾丽丝塑造的文本
模式在创伤者脑海中重现。 而在叙事学中，闪回叙

就是供她爱的人生活的另一个时空， 这个文本的写

事指的是在叙事过程中， 插入在之前发生的事件， 作过程就是艾丽丝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
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的叙事模式，也尝试挑战时间单

除了摆脱负罪感，弗洛伊德提出治愈创伤的途

现象性的概念， 使叙事更加的多线化、 多角度化。 径是“让病者把创伤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创伤症
《盲刺客》 年迈的艾丽丝坐在窗后看着沃尔特帮她 候就随之消灭了”。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另一
铲雪，手中的炸圈饼让她记忆闪回到了童年的游乐

部经典之作《别名格雷斯》中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

场。第二天她冒险去铲雪，却被困雪中，她开始为年 行沿承，西蒙在尝试了解治愈格雷斯的“精神疾病”
龄感到惆怅，突然记忆中闪出劳拉说的一句话：“如

时这样说道：“我的目的是要唤醒她头脑中沉睡的

果在天上，我们现在几岁呐。 ”艾丽丝父亲过世后，

訛
那一部分，探索她意识以外的领域。 ”譻
《盲刺客》中

她重归故里的记忆又重新浮现在她脑海：发现父亲

艾丽丝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亲人过世，艾丽丝

生前把所有的遗产都放在劳拉的信托基金，周围的

的父亲因为战争失去了两个兄弟，一直渴望有个子

人对自己也并没有多少同情，可同时她在理查德家

嗣继承家业，艾丽丝的母亲为了达成父亲想要儿子

所有的行为都由理查德所安排，自己像个没有存在

的心愿，治疗他的创伤，冒险怀孕最后死于流产；艾

感的影子， 而父亲的死亡给她带来了难以言说之 丽丝的父亲因为家族破落不得以将艾丽丝嫁给龌
痛，自己为了家庭所做的牺牲全都徒劳了。 这些愤 龊的资本家理查德，最后没拯救家族产业，死于内
怒，耻辱，委屈，嫉妒，悲怆的情绪被艾丽丝强制压 疚和悔恨。 艾丽丝一直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因为
抑于潜意识之中，造成自己的创伤难以被抚平。

她把自己当做整个叙述的见证者。 对于创伤者而

三、创伤的治疗——
—艾丽丝的自我救赎

言，拥有见证需要一个亲密的见证者存在，处于听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一个作家

者的位置，见证不可能通过独白实现。 通过与见证

论写作》提出，写作可以赋予失去的心爱之人某种 者的交流， 创伤者可使自己的创伤记忆得以传递，
訛
生命 譺
。 艾丽丝通过叙事的方式重新赋予劳拉生 也可以具象化自己的创伤，治疗自己的创伤。

命，让劳拉永远活在自己的文本里，这是她自我救

心理学家利夫顿认为受创伤个体经历治疗创

赎的一种方式。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面具理 伤通常需要三个步骤：首先，重新组合对造成创伤
论”，认为人是复杂的个体，但是为了被社会接收， 事件的记忆；第二，将创伤经历糅合与自己对当下
完成自己的社会属性，人会带上“面具”，隐藏自我 世界的了解；最后，将创伤事件叙述出来。在书写回
本质，达成社会对自己的期望。 《盲刺客》中艾丽丝

忆录时，艾丽丝将新闻中关于她亲人死亡的消息并

作为长女，在母亲难产去世以后要戴上“慈母”的面

列排出，再对其重述，然后将创伤体验与潜意识分

譹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与死者协商》，周韵译，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7 年。
訛
訛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别名格雷斯》，梅江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譺
訛同譺
譻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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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通过叙事重建个人他人历史，达到治疗创伤的 视角，更深度地解读小说中的主人公艾丽丝的心理，
目的。 正如艾丽丝所说：“
我并不想要事实，而是想 了解文本语言之间所传递的隐含信息。 动荡的历史
把事情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来， 然后涂上重彩。 ” 在艾丽丝身上刻下深深伤痕， 死亡成为造成爱丽丝
《盲刺客》中，劳拉长达八年的缺席仅仅被艾丽丝轻 创伤的根源， 而艾丽丝尝试通过叙事的方式治疗创
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又过于美化自己和亚历克斯的 伤。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研究视角，首先探究了后
感情，这都是叙事者劳拉通过书写重构历史来自我 现代主义和创伤叙事之间重合的理论， 比如模式和
救赎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艾丽丝认为写作是证明 叙事方法技巧，为了治疗创伤，将叙事的行为作为和
自己存在的方式，是获取别人注意力的方式，她迫 自己沟通的方式，把自己放在创伤见证者的位置，具
切希望自己有一个忠实的叙述见证者，“我们需要 象化自己的创伤。 艾丽丝叙事创伤和通过叙事治疗
一个见证者，因为不甘心自己的声音像收音机的广 创伤的行为反映了时代变迁给女性心理带来的烙印
播一样，慢慢变弱，直至消失。 ”
总结

伤害，具有普遍性意义，表现了女性治愈创伤走出阴
影的方法，对当代女性在事业家庭重压下寻找自我，

本文尝试用创伤理论为探究《盲刺客》提供新的 治疗创伤提供了一个模式。

An analysis of traumatic narrative in Blind Assassin
HAO Jingdi
Abstr act: This paper seeks to use trauma theory in psycholog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trauma in Blind Assassin from the view of postmodernism. Firstly, it researches the origin of
Elise's trauma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y and feminism; then, it tries to decod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
language by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ostmodern elements in the novel and the symptoms of
trauma. Thus, the conclusion is given that Elise uses narrative as a means of traumatic therapy through
isolating traumatic memory from sub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achieve self- redemption
Key words: Blind Assassin; postmodernism; traumatic nar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