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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库切《慢人》中的残疾书写

卜杭宾

（杭州师范大学）

摘　 要：《慢人》是库切于 ２００２年移居澳大利亚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以老年截肢者的失能、被叙述
人物的失权、异国移居的失根这三重交叠互补的“缺失”（ｌｏｓｓ）为文本组构动能，探索了一种独特的
残疾书写与阈限诗学。《慢人》是一部慢书、残书，既彰显了后现代实验小说的断裂、震惊、矛盾特

质，也体现了库切对老年残疾人群体、小说文本的虚构性、当代澳大利亚“国族身份问题”的深刻省

思，看似简单而普通的故事背后实则蕴藏着内在贯通、丰富多维的艺术意涵。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ｌｏｗ Ｍａｎ （２００５）ｉｓ Ｊ． Ｍ． Ｃｏｅｔｚｅ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
２００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ｒｏｐｅｓ ｏｆ ｌｏｓｓ，ｉ． ｅ．，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ｍｐｕｔｅｅｓ ｂｏｄｉｌｙ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ｔｈ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ｎｏｎ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ｒｏｏｔｅｄ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ｔｈｉｓ ｔｅｘｔ ｍａｐｓ
ｏｕｔ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ｂｕ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ｌｏｗ Ｍａｎ ｉｓ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ｓｅｎｓｅ ａ “ｓｌｏｗ”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ｂｏｏｋ，ｉｔｓ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ｌａｃｋｌｕｓｔｅｒ 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ｅｄ ｂｙ ａ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ｈｏ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Ｃｏｅｔｚｅｅ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ｃ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ｄａｙ．
关键词：库切；《慢人》；残疾书写；元小说；澳大利亚移民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 Ｍ． Ｃｏｅｔｚｅｅ；Ｓｌｏｗ Ｍａｎ；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ａ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一、引言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当代著名作家库切（Ｊ． Ｍ． Ｃｏｅｔｚｅｅ，
１９４０ ）因天冷骑车打滑，导致锁骨断裂住院数月。
２００３年 １月，库切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的一切行
动都比以前迟缓了，只能单手打字。坎尼米耶（Ｊ． Ｃ．
Ｋａｎｎｅｍｅｙｅｒ）指出，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次事故是库
切创作《慢人》（Ｓｌｏｗ Ｍａｎ，２００５）的直接动因，但库
切本人遭受的苦痛必定对这部小说有某种影响

（Ｋａｎｎｅｍｅｙｅｒ，５８３）。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ｏｓｔｅｌｌｏ，２００３）之后，《慢人》是库切于
２００２年移居澳大利亚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作品讲
述了主人公雷蒙特遭遇车祸截肢、作者突然闯入、与

护工家庭交往等一系列事件的各种阀限体验。这个

略显普通的故事没有传统英雄式主角，也缺乏引人

入胜的情节，反而聚焦一个老年残疾人的截肢之痛

和情欲纠葛。《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中的女主角科

斯特洛在《慢人》第 １３章的闯入，更彻底打破了前 １２
章给人的现实主义错觉，故事的线性叙事也转变为

对小说艺术自我指涉的探讨。

与库切前期作品相比，《慢人》首次描摹了老年

人被迫面对主体残缺与丑陋时的极度崩溃；其次，通

过作者闯入文本的元小说手法，将身体残缺与文本

真实幻象的瓦解巧妙衔接；最后，围绕老照片的原作

与复制品之争，将残疾主体与当代移民的失根现状

置于共轴维度。《慢人》以残疾和缺失为文本组构要

素，始终使读者处于一种延宕未定的边缘情境，而在

见证雷蒙特身为残疾主体、被叙述的虚构生命、孤独

无根的跨国移民这三种交叠错位的阀限体验中，这

个看似简单乏味的文本也嬗变出丰富深刻、互相补

衬的思想内涵。

二、老年截肢者的失能

小说开篇，突如其来的车祸和截肢事件彻底改

９２



变了雷蒙特的人生，使他被迫面对丑陋不堪的“残缺

自我”（Ｃｏｅｔｚｅｅ，２００５：１７）①以及死亡阴影下生命的
脆弱本质，并在医疗话语的强行介入后体悟到老年

残疾主体饱受的贱斥与屈辱。库切曾说过，身体是

贯穿他小说创作的一大标准：“身体是‘它所是’的证

据在于它感受到的疼痛。疼痛的身体构成了对无休

止疑虑的反抗……不是人赋权于苦难的身体，而是

苦难的身体自身取得了这种权威：那就是身体的力

量。”（Ｃｏｅｔｚｅｅ，１９９２：２４８）库切前期作品对身体书写
的关注，往往将小人物塑造为权力压迫的客体或是

南非殖民暴力的隐喻，《慢人》则跳脱了后殖民的论

述框限，转而关注老年残疾主体的失能苦痛与身心

感知。

雷蒙特遭遇的车祸是文本铺展的一个重要起

点。《慢人》给人的巨大震撼无疑始于开篇的这段

描写：

撞击从他右边忽至，那么剧烈，那么猝不及

防，那么疼痛，就像遭了一下电击，把他从自行

车上撞飞了。放松！当他在空中飞掠而过（以

最轻松的方式在空中飞掠），他这样告诉自己，

的确，他能感到四肢听话地松弛了。像只猫一

样，他告诉自己：打个滚儿，然后四脚跳跃，准备

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个不同寻常的字眼轻

柔（ｌｉｍｂｅｒ）或敏捷（ｌｉｍｂｒｅ）也浮现在眼前。（１，
黑体字英文原文为斜体）

在第三人称“他”和“他这样告诉自己”等模糊的指称

转换中，读者不确定是谁在描述车祸现场，谁又是这

次事故中被凝视的客体。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是当

时在场的目击者？抑或是后文突然出现的科斯特

洛？实际上，开篇对雷蒙特轻盈腾空的戏剧化白描，

读起来甚至不像车祸现场。此外，第一章一直用

“他”指代雷蒙特，读者要到第二章才知晓这次事件

的伤者名为保罗·雷蒙特，并在回读的过程中惊觉

开篇描写的是一场车祸。小说伊始就以碎片化的短

句和慢镜头的方式，定格并拉长了车祸发生时的恐

惧、威胁、冲击，充满了一种思维停滞的张力，更暗含

了一种全新的感知模式。

因车祸截肢的雷蒙特被剥夺了主体完整性和自

主权，而他在医院的治疗也导致了其老年身体异化

为医疗福利体系的权力运作场域。在年轻医护人员

看似和蔼可亲的“利落和高效背后”，雷蒙特窥探到

了一种对患者命运的“终极冷漠”（１２）。雷蒙特认
为，他被迫截肢以及医护人员的冷漠，归因于他们这

一特殊群体的年纪，“好像在某种无意识层面，这些

派来照顾他们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没什么可以

贡献给这个种族了，因此他们无足轻重”（１２）。与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相比，老年身体的他者性被赋予了

一种否定意味，老年残疾病患更是如此。因此，被归

为老年人的雷蒙特自动被医生剥夺了腿部再造的机

会，并受到以年轻健康话语为主导的潜在歧视。

除了在医院里亲眼所见的“终极冷漠”，失去自

理能力的雷蒙特被迫在普茨太太的安排下接受护工

的照料。大卫森（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认为，老年残疾
人的处境凸显了身体照料和依赖的重要作用，“依赖

对于残疾人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对于很多健

全人（ａｂｌｅｂｏｄｉ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而言，残疾就等于依赖”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在普茨太太的硬性安排下，雷蒙特
再次觉察到了正常人的游戏规则对边缘群体的宰

制，因为“普茨太太是福利制度的一部分。福利意味

着照顾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人”（２２）。在《慢人》中，
现代国家福利制度对老弱病残者的医疗照顾并非一

种感同身受的伦理关怀。任何被界定为“失能”之人

都必须接受“正常化”话语的矫治措施和身体规训，

从而在残疾人与正常人的二元对立中实现对异质他

者的管控、监督、甚至是清除。

雷蒙特的残疾成了人生悲剧的开始。小说以大

量篇幅聚焦雷蒙特出院后的身心痛苦与死亡意识。

出院后很久，雷蒙特仍无法接受截肢的事实。全书

遍布了各种对残疾身体的丑陋、怪异描写，例如：“这

个裹着白布的怪物”（９）、“受伤肌肉幽灵般的蠕动”
（１１）、“龌龊缩小的大腿肌肉”（３３）、“混乱萎缩的大
腿、松弛的肌肉和不堪的小肚子”（３８）。在一系列极
具负面意义的表述中，“丑陋”（ｕｇｌｙ）一词在全书共
出现 ８ 次，“龌龊”（ｏｂｓｃｅｎｅ）出现 ４ 次，“怪异”
（ｍｏｎｓｔｒｏｕｓ）出现 ２ 次。雷蒙特认为，“对他而言，他
不叫它残肢（ｓｔｕｍｐ）。什么名字他都不想叫……如
果他给它起个名字，那就是大腿（ｌｅ ｊａｍｂｏｎ）。叫它
大腿，就可以对它敬而远之”（２９）。颇为有趣的是，
全书中 ｊａｍｂｏｎ 只出现在这一处，而雷蒙特回避的
ｓｔｕｍｐ却出现了近 ２０ 次之多。小说中有这样一幕：
雷蒙特因为洗澡跌倒，疼痛之际尿在了地板上，幸好

护工玛丽亚娜之子德拉戈及时赶到。雷蒙特提道：

“如果说他不用再在玛丽亚娜面前遮遮掩掩，那是因

为他已经在她面前够贱斥（ａｂｊｅｃｔ）了。”（２１４）此处的
“贱斥”一词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雷蒙特对残疾躯体的

极度恐惧与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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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贱斥（ａｂｊｅｃｔｉｏｎ）理论著称的法国思想家克里
斯蒂娃（Ｊｕｌｉａ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认为，“贱斥”是一种基于身体
差异的他者性，不仅指向一种对常规的偏离，还暗示

了对被贴上“贱斥”标签之人的污名机制：“贱斥内部

隐藏了一种剧烈、黑暗的反抗存在体，针对的是一种

似乎源自强大的外部或内部的威胁，因为超出了可

能、可容忍和可思考的范畴而遭到拒斥。它就在那

里，很近，但不能被吸纳。”（Ｋｒｉｓｔｅｖａ，１）雷蒙特对自
我的贬损和对残缺身体的厌恶，肇始于车祸导致的

主客体界限消失，以及意义崩解后面对贱斥威胁的

恐惧与绝望。虽然雷蒙特竭力排斥残肢这一贱斥之

物，但是作为“我”对立面的贱斥之物并不就此消亡，

因为他不愿正视的贱斥之物恰恰“来自他的身体内

部，属于他，是他的一部分”（５２）。实际上，也正是由
于贱斥之物的存在，雷蒙特不得不面对自身的丑陋

不堪，尤其是衰老和死亡的残酷现实。

雷蒙特的生命悲剧与其说非个案，毋宁说是残

疾人群体的真实写照。正如雷蒙特所说，“眼瞎是一

种彻底的残疾。一个看不见的人是次等人（ｌｅｓｓｅｒ
ｍａｎ），正如一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是个次等人，而不
是一个新人”（１１３）。虽然以平等关爱为口号的医疗
福利体系让残疾患者遗忘过去，借助科技设备矫正

残疾、自觉融入新生活，但这种体系并不考虑残疾者

的身心痛苦。在这部以老年残疾人为叙事主体的小

说中，库切不仅细致呈现了伤残主体面对贱斥身体

时无可慰藉的极端苦难，更饱含同情地表达了对残

疾者被他者化、边缘化、污名化的现实批判。

三、被叙述人物的失权

雷蒙特的残缺不仅是身体的残缺，更是传统虚

构人物 ／主体的叙事失权。从一开始雷蒙特截肢后
拒绝安装义肢，到他陷溺于对护工玛丽安娜的情欲

纠葛使故事无法前进，《慢人》的身体和文本是互相

渗入的，而《慢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义肢化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ｚｅｄ）的故事（Ｈａｌｌ，１２５）。雷蒙特身体的
残缺不全使整个文本的内在意义也随之支离破碎。

在作者突然闯入的元小说跨层设计中，《慢人》既展

现了人物被书写与被宰制的命运，也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激活了作者与人物矛盾共生的思想张力。

科斯特洛的突然闯入使作品的真实性与虚构性

歧变出三种可能性：① 科斯特洛意在将雷蒙特写进
她正在构思的作品；② 雷蒙特已经死亡，他和科斯
特洛的相遇是一种来世体验；③ 科斯特洛进入的是
她自己建构的叙事，而雷蒙特是她笔下的人物。如

果说前两种可能性仍是将雷蒙特视作现实主义小说

典型环境下的“真实”人物，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则揭

示了《慢人》的元小说本质。当科斯特洛开始背诵小

说开头的“撞击从他右边忽至，那么剧烈，那么猝不

及防”（１）时，前 １２章营造的现实主义式幻镜突然碎
裂，原本的虚构变成了虚构之后的又一次虚构。这

种破坏叙事边界的跨层（ｍｅｔａｌｅｐｓｉｓ）使叙事世界的语
义场失去了独立性，只可能发生在虚构型叙述中。

跨层奇幻怪异、充满讥嘲，而追求“现实主义”效果显

然并不宜用跨层（赵毅衡，１４６）。库切一直对现实主
义标榜的幻象主义（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ｉｓｍ）颇有微词，而元小说
对库切而言是“一种对失败的超越性尝试的记录，或

者，为了抵抗，可以通过借用游戏的各种概念，尝试

将瘫痪转化为裨益”（Ｃｏｅｔｚｅｅ，１９９２：６）。《慢人》的
文本身体（ｔｅｘｔｕａｌ ｂｏｄｙ）逾越了现实与艺术、真实与
虚构的界限，在文本跨层与自身意义的内爆中，既体

现了库切对现实主义式和谐欺骗叙事的批判，也实

现了肢体之义与文本之义的绾合。

其实，《慢人》文本的自我指涉在前几章就已出

现。例如，小说开头有一个夹杂了斜体与字母的奇

怪段落：

发生了什么？如果他睁开眼睛，他就会知

道。但他还不能那么做。有东西正朝他而来。

一次一个字母，咔嚓咔嚓咔嚓，一条信息正敲击

在一块玫瑰粉色的屏幕上，他每次眨眼那屏幕

就像水一样颤抖，因此很可能是他的内眼皮。

这些字母显示，ＥＲＴＹ，然后是 ＦＲＩＶＯＬ，
然后是一阵颤抖，然后是 Ｅ，然后是 ＱＷＥＲＴ
Ｙ，连续不断。愚蠢无聊（Ｆｒｉｖｏｌｅ）。（３）

这段话看似是雷蒙特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的错乱梦

呓，然而读到后文的“毫无意义（ＦＲＩＶＯＬＯＵＳ）。那
天在麦吉尔路，他多么费力地注意那个众神之词，在

他们玄妙的打字机（ｏｃｃｕｌｔ 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ｅｒ）上敲打出来！”
（１９）；“我的人生似乎毫无意义”（ｆｒｉｖｏｌｏｕｓ）（８３）；
“他眼皮后面被那台天际的打字机（ｔｈｅ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
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ｅｒ）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出来的称号，是弱小
（ｐｕｎｙ）（１２３）”等一系列字句时，再回头重读对照，
就会愕然发现这几个异样的大写字母，其实是电脑

上的键盘字母，而雷蒙特遭遇车祸、接受治疗等情

节也变为了科斯特洛编织故事时敲打键盘的动作。

正如有评论所说，“这些字母 ＱＷＥＲＴＹ，回返至
第一行的开头以及键盘第一行的几个连续字

母……因此它言说了各种开始、书写的原材料、意

义生成所在世界中的真实之物，以及从保罗的观点

看来，言说了通过书写而生成为一个人物的困难之

处”（Ｗｉｃｏｍｂ，９）。《慢人》文本的自我回指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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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读者，保罗身体的原材料是借助电脑键盘等输入

设备才得以生成，正如他的眼睑变成了某种内嵌的

“玫瑰粉色的屏幕”（３）。除此之外，《慢人》的另一
个互文性指涉是英国作家福尔斯（Ｊｏｈｎ Ｆｏｗｌｅｓ）的
经典 元 小 说《法 国 中 尉 的 女 人》（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ｓ Ｗｏｍａｎ，１９６９），两本书中作者突然闯入
文本都发生在第 １３章。

科斯特洛主动闯入文本叙事，体现了上帝般全

知全能的作者权威，也如飞来横祸再次击碎了雷蒙

特原以为的生命完整性与自主性。科斯特洛对雷蒙

特的一些想法和其他人物的背景似乎了如指掌，而

雷蒙特始终觉得她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种感觉

并没有离开他，他只需俯身，他的手指就会碰到伊丽

莎白·科斯特洛”（１１２），甚至觉得自己像木偶和“斗
兽场里可怜的老熊困兽”（２３６）一样，“她发号施令，
我们听命。即使没有人看我们执行”（１１１）。《慢人》
一方面揭示了小说人物丧失叙述自主权、实为被虚

构生命的陌生化反差，另一方面也在引导读者省思

作者对笔下人物的伦理责任。实际上，即使在科斯

特洛闯入文本叙事后，雷蒙特依然深陷与玛丽亚娜一

家的纠葛，这反而令科斯特洛手足无措、创作举步维

艰。《慢人》的重点并不只是为了“质疑叙述的随意和

虚假”，而是“更多地在探讨一个道德问题，即小说作

者虚构人物，并给他们设置重重考验和磨难来揭示他

们的性格缺陷，这样做是否道德？”（Ｌ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１）
塑造雷蒙特这一人物，其实不符合科斯特洛的个人

意愿。科斯特洛最初见到雷蒙特时就多次提道：“是

你找上我的，在某些方面，我没法控制来找我的东

西”（８１）；“是你找上我的，我告诉过你：那个腿脚不
利索的男人”（８９）。多次出现的“是你找上我的”似
乎暗示了科斯特洛在构思之初就无法完全掌控人物

与叙事的导向，反而使作者陷入一种创作危机和受

制于笔下人物的书写悖论。在人物拒绝合作、故事

停滞不前的创作僵局中，作者态度的软化似乎成了

唯一可行之道。库切在小说中赋予了科斯特洛和雷

蒙特同等重要的言说权利，而人物与作者之间也最

终变为了“你派来找我，我派来找你”（１６１）、“保罗·
雷蒙特只为我而生，而我只为他而生”（２３３）的辩证
关系。

阿特维尔（Ｄａｖｉｄ Ａｔｔｗｅｌｌ）认为，库切使人无法确
定小说的真正焦点：是一个残疾男人的震荡生活，还

是一个小说家对笔下人物的艰难操控，似乎这两种

叙事兼而有之（Ａｔｔｗｅｌｌ，２２１）。从残疾书写到文本自
我指涉，《慢人》在作者上门寻找人物的陌生化情境

中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和谐幻象，而在人物醒觉、

自身生命的虚构性以及叙事自主权丧失的过程中，

作品也重新定义了作家与人物互相依存、矛盾共生

的书写伦理。

四、异国移居的失根

英国作家拉什迪（Ｓａｌｍａｎ Ｒｕｓｈｄｉｅ）在《想象的家
园》（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ｓ，１９９１）中说过：“移民可能
是 ２０世纪的核心或决定性角色。”（Ｒｕｓｈｄｉｅ，２７７）从
车祸造成的身心碎裂，到成为被叙事人物的权利褫

夺，《慢人》以“缺失”为组构要素的文本内核还体现

在雷蒙特对移民失根之痛的体悟以及对澳大利亚当

代移民现实的反思。

雷蒙特的父母是法国人，父亲死后母亲带着雷

蒙特姐弟与现任丈夫移居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他一

人寡居澳洲。萨义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认为：“流亡者存
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

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萨义

德，４５）历史的迁徙导致个人的生存错位，而身份疆
界的模糊使雷蒙特无论身处何方都成为精神上的流

亡者。从离开法国移居澳大利亚，再到离开澳大利

亚重返法国，最后又从法国回到澳大利亚，这三次从

童年就开始“被连根拔起”（ｕｐｒｏｏｔｅｄ）（１９２）的特殊经
历成了他沦落天涯的失根与创伤之源。在法国亲戚

中间，雷蒙特“总是个不合群的怪人”，他们直呼他为

“英国人”（１９６）。雷蒙特对澳大利亚也没有认同感
和归属感。他坦言：“我可以装成是澳大利亚人，我

装不了法国人。就我而言，国家身份那种事（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就是那么回事。”（１９７）此
外，从 ６岁移居之初他就面临非母语的客观现实，加
上家庭因素与外在环境，以及雷蒙特天生的格格不

入之感，这些伴随异国迁徙的一系列创伤、错位、陌

生体验都使他的语言无法达到自然流露的母语水

平。可以这么说，雷蒙特因车祸导致的身体残缺，始

终贯通着他精神上的无家之感和身份归属的缺失。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雷蒙特开始大量收藏澳
大利亚早期矿营生活的老照片。雷蒙特固然希望通

过收藏照片、保存历史，实现与澳大利亚集体记忆和

国族身份形塑的某种想象连结。然而，面对老照片

映射的早期移民的艰辛生存，雷蒙特再次意识到自

己在澳大利亚正统国族历史中的尴尬身份：“一个有

着他们自身故事的民族，一段过去。我们的故事，我

们的过去。但那是真实的吗？那个照片中的女人会

把他视作她部族的一员吗？……他想宣称为他自己

的那段历史，难道最终不就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

事情，外国人（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都被摒除在外吗？”（５２）正
如鲍威尔斯（Ｄｏｎａｌｄ Ｐｏｗｅｒｓ）所说，正是因为雷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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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像早期移民那样在后人的凝视前变得僵硬、匿

名，甚至消失在历史中，所以老照片成了他收藏的灵

感（Ｐｏｗｅｒｓ，４６２）。一方面，身为外来移居者的雷蒙
特很想融入早期移民所代表的宏大历史叙事与国族

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他又隐约感到自己的他者身份

似乎无法为早期移民代言，因为早期移居澳大利亚

的大都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而不是法国人之类的

所谓“外国人”。

与雷蒙特收藏老照片息息相关的一大事件，无

疑是在《慢人》的后半部分，玛利亚娜之子德拉戈利

用电脑合成技术将其中一张老照片替换成了他爷爷

乔西奇老爹的头像。正如科斯特洛的闯入令雷蒙特

原以为的真实生命变得碎裂、虚幻、荒谬，对于雷蒙

特索要原照的要求，玛利亚娜的回复也再次颠覆了

雷蒙特关于真实与虚构、原本与复本的认知偏见：

“原照？你指照相机，咔嚓，你做了一个复制品。照

相机就是这么工作的。照相机就好像复印机。那

么，什么是原本（ｏｒｉｇｉｎａｌ）？原本已经是复本（ｃｏｐｙ）
了”（２４５）。玛丽亚娜关于“原本已经是复本了”的论
述，一针见血地捕捉到了原本和复本之间流动不定

的模糊界限。正如本雅明（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所说，
“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

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

众多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

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

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本雅

明，１０）。借助现代电脑科技的机械复制技术，“原
本”不再拥有绝对独一的权威，而是以一种恣意裂

变、无限衍生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事物内在的不确

定性和可能性，同时以一种逆向书写引导我们反思

以德拉戈一家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当代移民的现实

处境。

科斯特洛曾提醒对原照怀有执念的雷蒙特：“德

拉戈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德拉戈觉得，在国家

历史里插入一个乔西奇家的人，有什么要紧的呢，即

使插入得有点过早，比如说乔西奇老爹？”（２２０ ２２１）
小说原照之争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伪照以他家人的

脸取代了原先照片里那人的脸，伪照反而呈现了当

前社会现实的特征”（Ｂｏｅｈｍｅｒ，１２）。雷蒙特专注对
老照片的守护，却忽视了外来移民群体亦是当代澳

大利亚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满怀憧憬来

到这个“充满机遇的阳光之地”（６６），非但没能获得
一种自由追求理想的归属感，反而深陷难以为继的

生存困境。在《慢人》中，难民玛丽亚娜移居澳大利

亚前曾在德国杜布罗夫尼克美术学院主修古画修复

专业，到了澳大利亚后只能从事繁重琐碎的护理工

作。她丈夫乔希奇擅长古代机械技术，他重装的一

只历经百年的机械鸭子后来成了杜布罗夫尼克美术

学院藏品中的精品，然而“在澳大利亚没人对他和他

的机械鸭子感兴趣，他只是一家汽车修理厂中一个

寂寂无名的汽车工人”（８６）。小说透过科斯特洛、玛
丽亚娜、德拉戈等人之口，不止一次强调他们夫妇在

澳大利亚被迫转行的生存重压。玛丽亚娜的儿子德

拉格想上堪培拉的寄宿学校，科斯特洛却指出，“为

了进这个学院，他们要面试那个男孩和他父母，但主

要是父母，为了确保他们是对路的人”（９４）。此处
“对路的人”显然是指澳大利亚盛行的“白澳政策”

（Ｗｈｉｔ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在以英裔白人为主导的主
流社会看来，白人生来高人一等，理应享有教育特

权，非白人移民则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和劣等性，因此

主流社会必须对作为他者的外来移民进行严格筛

选，才能让他们放弃原有的母国身份认同，接受并内

化移居国的主流价值观。

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认为，雷蒙特是一个
毕生都在迷失自我、徘徊于生死边缘的“精神截肢

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ａｍｐｕｔｅｅ），三次流亡经历使他成为一个
对人类现实生存完全陌生的人（Ｅａｇｌｅｔｏｎ，１９１７）。实
际上，《慢人》中截肢所隐喻的失根错位、精神创痛并

不只适用于雷蒙特一人。小说结尾曾点明，虽然雷

蒙特因截肢失去了一条腿，“但是过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都或多或少失去了一条腿。你失去的一条腿只

是一种标志或符号或症状”（２２９）。从这一意义而
言，雷蒙特与乔西奇一家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移民

群体的现实缩影。他们被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价值观

影响、形塑，惨遭残酷现实的无情倾轧，在“非家”

（ｕｎｈｏｍｅｌｙ）的异国泥沼中逐渐同化为“新人”中的一
员。由此观之，开篇雷蒙特遭遇的车祸，不啻两种文

化撞击的隐喻。迟缓骑行的老年人雷蒙特象征了弱

势的移民文化，而飞速奔驰的年轻人布莱特则代表

了强势的主流文化。相比身体残缺的外在表征，移

民的心理创伤与精神困境更令人唏嘘。从全书以增

补与缺失为叙事要素的整体架构而言，《慢人》对老

照片的真伪之争及其背后的现实镜像的透视，最终

实现了残疾主体、叙事权威以及移民身份三者的多

维并轨。

《慢人》是一部慢书、残书，更是一部需要慢读、

重读、细读的震撼之作，其意义绝非元小说技巧这一

单一的阐释维度所能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的残疾表

征模式中，残疾主体的独异性总是被主流社会的“清

除”（ｅｒａｓｕｒｅ）机制所同化和消音，而库切拒绝这种社
会层面与书写层面的话语统辖与意义闭合，通过文

本实验和对他者性的关注在读者心中制造强烈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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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之感（Ｈａｌｌ，１７８）。除了观照当代老年残疾主体和
移民群体的真实际遇，小说在几乎无大事发生的缓

慢叙述中埋设了各种无解的未定因素，如布兰卡是

否偷了珠宝店的首饰、科斯特洛为雷蒙特安排的玛

丽安娜是否是个骗局、玛丽亚娜和丈夫的争吵是否

属实、雷蒙特遗失的照片是否可能还在柜子里以及

雷蒙特与科斯特洛何去何从的开放式结局，这些文

本的不确定性就像《福》（Ｆｏｅ，１９８６）中被割舌而沉
默的星期五一样，永远处于意义缺失与叙述空白的

不可知状态。科斯特洛曾向人物抱怨，这一切不愉

快都源自“什么都没发生。四个人在四个角落里，自

怨自艾，就像贝克特笔下的流浪汉，我在中间，消耗

时间，也被时间消耗”（１４１）。这部无事发生、看似无
趣的贝克特式小说，将身体的残缺之失与传统叙事

模式的解构相联结，借由主人公的移民身份将目光

投注到澳大利亚当代移民的失根苦难，在一种歧路

横生、破碎缓慢的阈限情境中不断昭示小说艺术对

未知之物的伦理见证与无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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