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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与疗伤 ，解构与重构 ：
欧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表姐妹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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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创伤理论，通过剖析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表姐妹》的创伤书写，试图
对心理创伤与疗伤和身份解构与重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抽丝剥茧，借此展现解读该小说的全新理论和视角，进
一步引领读者在感受创伤小说独特魅力的同时，以叙事言说创伤，以关爱烛照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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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and Healing，Deconstruction and Ｒeconstr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Oates’Psychological Ｒealist Novel The Cousins
MO Huanran
（ Zhuhai Campus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Zhuhai，Guangdong 51904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uma theory，this thesis present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narration of
trauma in The Cousins，a short story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 written by Joyce Carol Oates，with an attempt to reveal how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f the protagonists is rooted in
their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its recovery．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may enable the traumatized individuals to share their pains and thus gain their recovery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ry works of trauma resonating．
Key words： trauma； recovery； d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1938 － ） 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 她勤于笔耕，著述宏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富。自 1963 年出版处女作小说集《北门畔》（ By the North Gate） 以来，至今已发表了数十部小说集，多部
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文集。其中，长篇小说《他们 》（ Them） 荣获 1970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大瀑布 》
（ The Falls） 荣获 2005 年法国费米纳文学奖。 欧茨的文学成就非凡，至今已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
名。她借助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笔触、多变的表现手法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国社会的全景图 。她的作
品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情怀、暴力行径、生态意识等主题反映出欧茨对满目疮痍的现代社会生活和迷茫无
措的人类内心世界的忧虑，并藉此唤醒读者超越人性局限、改变生存现状。
近几年，在得知自己身上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之后 ，欧茨开始创作出触及犹太身份问题的小
。《
表姐妹》（ The Cousins） 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部堪称心理现实主义力作的短篇小说通过两个年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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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六旬的美国犹太妇女的书信，真实再现犹太大屠杀对两个个体及其家庭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 小说讲
述了一名自称“丽贝卡·施瓦特”的中产阶级妇女在偶然间读到芝加哥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芙瑞达 ·
摩根斯顿的大屠杀回忆录后，确信对方就是自己失散于二战的表姐 。 于是，丽贝卡不断地给对方写信，
追忆过往，执着“认亲”。丽贝卡的不懈努力终于敲开芙瑞达的心扉 ，使其接受这位深藏着相似记忆、舔
舐着同样伤痛的“表妹”。
国内外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鲜见 ，为数不多的解读也主要集中在身份认同与犹太寻根这一主题
上。如林斌就曾撰文论述该小说中大屠杀“后记忆”在美国犹太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同时分析了欧茨通
［1］
过文本嵌套开辟互动多重叙事空间的叙事策略 。 正如前人的研究所反映的那样，《表姐妹 》在显示了
身份解构之无奈的同时又昭示了身份重构之希望 。然而，对解构与重构的研究均未能深入挖掘人物的
心理根源。鉴于此，本文基于创伤理论，通过剖析《表姐妹》中的创伤书写，试图揭示心理创伤与疗伤和
身份解构与重构之间的关系，借此展现解读该小说的全新理论与视角 ，进一步引领读者在感受创伤小说
独特魅力的同时，直面创伤经历，完成心理重建。

一、创伤文学： 创伤文化的重要载体
创伤研究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对歇斯底里症的关注。 到了 20 世纪，由于战争、大屠杀、核威胁、殖
民和后殖民种族歧视、恐怖主义、家庭暴力、性侵犯等因素的影响，身心创伤困扰着现代人。在此语境之
下，创伤已然成为了一个现代性的话题 ，创伤研究也逐渐发展为一个跨越病理学 、心理学、文学、哲学、历
史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 早期的研究主要探讨个体心理创伤的根源和防治 。
近期研究的焦点已经转向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 。 创伤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
（ Sigmund Freud） 、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杰弗里 · 亚历山大 （ Jeffrey Alexander） 、凯西 · 卡鲁斯
（ Cathy Caruth） 、朱迪斯·赫曼（ Judith Herman） 等。《精神分析引论》、《迈向文化创伤理论》、《无主的经
验： 创伤、叙事和历史》及《创伤与复原》等均被奉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在多种创伤叙事中，文学性创伤叙事在警示、感染和教化方面，具有其他叙事类型不可比肩的作用 。
因为创伤文学主题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多样。 如艾萨克 · 辛格 （ Isaac Singer） 和菲利普 · 罗斯 （ Philip
Ｒoth） 擅长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书写，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及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集
中反映战争给现代人带来的身心创伤 ，托妮 · 莫里森 （ Toni Morrison） 与爱丽丝 · 沃克 （ Alice Walker） 描
绘了美国非裔妇女美国身份构建过程中的创伤体验 ，约翰 · 斯坦贝克 （ John Steinbeck） 则聚焦大萧条期
间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冷漠导致的社会创伤 。这些作家大都采用独特的表现手法来言说创伤 。有的利
用时空并置和意识流表现创伤时间和创伤思维的混乱 ，有的通过多重叙事声音来表现受创者的双重自
我与人格分裂，有的借助碎片式的文字来表现创伤记忆的片段化 。
创伤理论的大力倡导和文学创作的主动实践使创伤批评研究获得西方文学研究界的认可 ，成为一
种新的研究方法。笔者试图利用此方法挖掘《表姐妹 》中人物身份解构的心理创伤根源并阐释如何促
进人物族裔身份的重构。

二、创伤书写与身份解构
（ 一） 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创伤理论视阙下的历史性大屠杀创伤记忆书写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对创伤进行了定义： “一种经验如果在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
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使心灵的有效能力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
［2］
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 卡鲁斯在《无主的经验： 创伤、叙事和历史 》中指出，创伤具有延宕性，即创伤
［3］
会在遗忘后重复再现，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的脓肿一样 ，不断地影响着受创者。 《表姐妹 》中刻画
的数位人物均承受着大屠杀浩劫所带来的心理创伤 。
1． 芙瑞达： 创伤见证
芙瑞达在书信中坦言，痛苦的亲身经历不受控制地闪回： “长着一头金发的大姐阿尔茨毕塔 …… 很
［4］
快掉光了头发，她的内脏也变成了血淋淋的板油”，“（ 哥哥） 利昂是被踩踏而死的 ”。 根据卡鲁斯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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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受创者为了摆脱创伤记忆的反复纠缠 ，会发展出自己特有的防御方式，如回避所有社会关系或选择
［3］
遗忘痛苦经历。 在《表姐妹》中，正视大屠杀创伤经历的恐惧使芙瑞达本能地压抑这段经历 ，采取了回
避和遗忘的策略。对于丽贝卡的前几封信她直接采取忽略的态度 ，不予回信。后来，在承认其与丽贝卡
有可能是表姐妹的情况下，芙瑞达依然觉得在历经变故后，认亲已无实际意义，断然拒绝与丽贝卡见面。
同时，她还将丽贝卡寄给她的照片退还回去。 她 明 言“‘寂 寞 ’是 由 于 与 别 人 过 于 亲 近 而 产 生 的 问
［4］
题”。 这些举动都显示出她不愿回首往事 ，重临深渊，只想自我封闭，尘封过往。
此外，创伤经历有可能使受创者自我分裂 ，产生“第二自我”。“第二自我 ”常常以扭曲的“他者 ”身
［3］
份出现，以违反逻辑的方式讲述自我经历。 芙瑞达必然是深受这种“双重思维 ”的困扰。 她有意淡化
大屠杀叙述者的痛苦和屈辱，写下极具争议性的回忆录。在回忆录里，母亲被描绘成一个为纳粹卖命的
集中营档案管理员。事实上，芙瑞达的母亲与纳粹合作，只是为了能帮助她的家人和同胞。而这样的文
本却因“新颖独创”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一是当权者为了避免现有秩序和信念受到冲击，必然压制
犹太人诉说大屠杀创伤经历的愿望 。 因为“如果幸存者获得了解释他们创伤的权力，他们很可能会强
［5］
行促成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 所以，当权者需要一种符合主流的合适的方法来解释创伤 。 其二是
这样的回忆录迎合了当时欧洲“反犹主义 ”的社会需求。 以尊重人权著称的西方文明社会面对犹太人
的悲惨遭遇集体失声，甚至对芙瑞达背弃犹太民族创伤历史的回忆录倍加推崇 ，这是人类对少数族裔悲
惨遭遇的漠视。欧茨借此对历史叙事的绝对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对大屠杀这种“反人类 ”的行径进行
了反讽式戏仿。
2． 丽贝卡： 创伤记忆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丽贝卡一家虽然逃离了旧世界，但出于对迫害的恐惧，他们在新世界中也未能从创伤中
解脱。
母亲因为姐姐一家惨遭屠杀深受打击 ，而丈夫又禁止其讲母语。 精神受创与失语使母亲终日躲在
房中，拒绝与人交往，郁郁寡欢。这无疑就是弗洛伊德《悲悼和抑郁症 》中描绘的抑郁症： 受创者拒绝承
［6］
认爱之客体的消亡，拒绝恢复与外界的认同关系，拒绝心理移情。
为了在美国生存，笼罩在大屠杀阴影之中的父亲不得不放弃数学教师这个体面的工作 ，成为一名掘
墓人。这种隐姓埋名、自我异化的窘迫生活和日益增长的无力感最终将他推向疯狂 ，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和妻子。父亲的乖戾也是弗洛伊德抑郁的表征 。只是这种抑郁更甚，出现了心理分裂。 自我的一部分
对分裂出来的另一部分进行了审判和惩罚 。而且正如弗洛伊德在另一本关注创伤的专著《超越快感原
则》中论述那样，丽贝卡的父亲基于死亡本能，在自我与想象出来的心理空间中的另一个自我之间建立
［7］
起一种自虐型毁灭关系。 这是他的杀戮行为的直接诱因。
父亲的残忍弑妻与饮弹自尽对当时年幼的丽贝卡来说是无法承受之痛 。她只好封存起家人的一切
记忆，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这种物质富裕精神贫乏的生活是以牺牲自己的犹太身份归属为代价
的。丽贝卡的创伤根源，从表面上看是家庭的变故，但实为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父亲多次将创伤的经历
向丽贝卡讲述，这样的代际交流使父辈的创伤体验能在下一代中得以保存 。因此，丽贝卡心理空间内寄
生着上一代人的大屠杀创伤记忆 ，这种对过去的重建和再表征如鬼魅般如影随形 。 后弗洛伊德创伤理
论代表尼古拉斯·亚伯拉罕（ Nicolas Abraham） 和玛莉亚·托罗克（ Maria Torok） 在阐释代际间幽灵理论
时指出，家族的创伤从父母的无意识转入到孩子的无意识中 ，像幽灵般萦绕着下一代，使其自我身份出
［8］
现紊乱，时而是真实世界中的自我，时而是虚拟世界中的自我。 在此影响下，丽贝卡才在现实生活中
隐瞒自己犹太身份，以美国人自居的同时又在书信中与同为犹太人的芙瑞达以表姐妹相称 。
（ 二） 后殖民种族创伤理论视域下的结构性创伤书写
除了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书写，欧茨在《表姐妹》中也将笔触延伸到后殖民种族创伤 。 作为创伤理论
的开创者，法农在其代表作《黑皮肤，白面具 》中将视角定位于种族文化和人性需求。 白人在主流媒体
的推波助澜下将黑人是邪恶、肮脏、原始的原型渗透到国民意识中。黑人本体价值之剥夺成为其种族创
［9］
伤的根源。 美国华裔学者安林 · 成更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白人、黑人、亚裔等种族认同的抑郁创
伤。美国的民族认同是对白人的认同和对少数族裔的排斥 。主流社会的排斥及脆弱的他者身份催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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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少数族裔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责难与憎恨 。 这种扭曲的身份建构成为了抑郁之症结 。 犹太人在美国这
样的客居地也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 。虽然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犹太人的态度显得较为宽容。 时
至今日，犹太人较其他少数族裔更能左右美国的政局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美国统治者在取舍时，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美国白人的利益。在 1924 至 1944 年纳粹
疯狂排犹、灭犹之际，美国仅为 10 万名犹太移民提供庇护。 到 1944 年美国表示要施以援手之时，欧洲
犹太人六百万条鲜活的生命已被吞噬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一直不停地游说政
府解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但政府均无动于衷。这在欧茨的《表姐妹 》中有具体的描写： 在战争打响后，
［4］
美国断然拒绝运载犹太难民的船只靠岸 ，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地运回去送给希特勒了 ”。 可见，在历
史的惯性作用、缺失的政治保障、不兼容的宗教文化共同作用下，犹太人始终是少数族裔，少数族裔在异
国他乡所承受的后殖民种族创伤同样也侵蚀着犹太人的心灵 。
芙瑞达在信中写道，“有人希望在我职业生涯开始之初就制服我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 ，不仅仅是个
［4］
女人，而且是个犹太人，一个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犹太难民 ……”， 种族歧视及“他者 ”身份使芙瑞达
在死里逃生后又堕入种族创伤的深渊 ： 她的同事和朋友均是视其为“机会 ”的肤浅之徒。 在学术界，她
经常受到“已经习以为常的愚蠢的攻击 ”，三段失败的婚姻也只不过是“非常不明智的亲昵和疯狂行
［4］
为”。 在曼哈顿一间肮脏的房间内因非法堕胎几乎丧命时 ，她也孑然一身，无人关怀。 可见，即使芙瑞
达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作为犹太人，她却一直不能被身边的人接纳，默默忍受着离散的创伤和孤寂的
边缘生存状态。
另一方面，丽贝卡却能成功地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 我 ） 孤独地生活在这个属于退了休的富
［4］
人的地方，他们看着我，把我当做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 但这一切是她刻意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换来
的。丽贝卡在信中坦言，只有在跟芙瑞达通信时，她才会用“丽贝卡·施瓦特”这个“犹太 ”名字，其他时
候，她有一个“更合适的美国名字”。
（ 三） 身份解构
艾瑞克森曾言，“（ 集体创伤） 使人们慢慢意识到集体不再作为一个有效的支撑而存在 ，与之相连的
自我的一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继续存在，虽然受到创伤，或许永远改变； ‘你 ’依然存在，或许
［11］
遥远并难以联系； 但‘我们’不再作为一个躯干上的相连的细胞那样存在 ”。 大屠杀摧毁了犹太人的
信仰，冲击着他们的价值观，弱化了他们的团体和民族意识，使他们的社会生活支离破碎。其次，后殖民
种族主义所暴露出来的西方文化的傲慢和排他以及美国这个大熔炉强大的文化同化作用进一步加快这
些少数族裔移民去民族化的进程。《表姐妹》中的两个主人公虽然经历不同，但她们都深陷大屠杀及后
殖民种族主义造成的心理创伤之中 。芙瑞达的回忆录及开始对丽贝卡认亲的无动于衷甚至恶言相向都
说明她正在努力更改自身的犹太特性 ，拥抱“美国式”的未来。 而丽贝卡一直小心翼翼隐藏自己犹太身
份，在夹缝中挣扎求存，独自舔舐由此带来的伤痛。欧茨想借这两个人物揭示一部分移居美国的大屠杀
幸存者及后代们摒弃自己的犹太身份 ，谋求与主流社会同化的现象。其潜文本表达了欧茨对犹太民族
意识式微，民族认同模糊，民族身份丧失的担忧。

三、疗伤努力与身份重构
这种担忧随着芙瑞达和丽贝卡两人用以疗伤的书信得以缓解 ，而心理创伤的复原也昭示了两人身
份重构的希望。
弗洛伊德在对歇斯底里症进行研究时发现 ，此症是心理创伤的症状，当创伤记忆被挖掘并通过语言
［12］
表达出来后，歇斯底里症可以得到缓解。 德瑞·劳 （ Dori Laub） 也指出受创者建立起自我与他人以及
［13］（ p57 － 76）
外部世界的联系对疗伤至关重要 。 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在“关系中 ”才能复原。
朱迪斯 ·
赫曼进一步指出，受创者向倾听者讲述或者向读者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 ，都可以将此经历重新外化，才
［14］
能重新评估创伤经历、重塑自我、实现与他人及外部世界的联系。 可见，叙事言说的力量可以有效地
宣泄情感，修复创伤。
在《表姐妹》中，这种叙事是通过丽贝卡和芙瑞达两人的书信来实现的 。 丽贝卡在信中跟芙瑞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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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大屠杀的记忆、家庭变故的伤痛、美国生活的点滴。这都是她言说创伤的尝试。 她之所以打破沉默，
一来是她身患重病，深感在有生之年回归族裔的迫切。二来是只有通过移情，她才能抚平内心的创伤，
实现自我救赎。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时间冲淡了悲悼主体的创伤后，受创者需要将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
［2］
到新的客体以实现移情。而移情有助于受创者战胜沉默和遗忘，恢复记忆。 丽贝卡正是将对已经失
去的家人的爱转移到芙瑞达乃至所有族裔同胞的身上并藉此重塑民族身份 。 芙瑞达在与丽贝卡通信
后，也终于敞开心扉，开始反思自己用一种近乎冷漠的态度将大屠杀描述成是一段偶然事件的行为 。开
始控诉纳粹的罪行，并终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母亲形象。“（ 母亲） 并不是一个囚犯头儿，她只是想通过和
纳粹分子合作来帮助她的家人及其他的犹太人 。她是个很好的组织者，值得信赖 …… 她从来没有说过
［4］
那些残酷的话”。 这些都说明芙瑞达犹太身份意识在慢慢觉醒。 两人这种互诉衷肠成为她们联系彼
此乃至整个犹太群体的伤痛纽带 。她们借此互相扶持，共同走出创伤阴霾，走上治愈之路。

四、结语
伊·安·卡普兰（ E． Ann Kaplan） 坚信，文学叙事是疗伤的有效途径，“创伤的痛楚如果呈开放式，
［15］
那么苦痛可以通过艺术转化而愈合 ”。 文学性创伤叙事的这种抚慰心灵、救赎生命的作用正是当代文
人孜孜以求的。故此，聚焦创伤的文学作品才会呈繁荣之势。《表姐妹 》通过短小精炼的书信叙事，将
人物心理创伤与疗伤和身份解构与重构之间的关系抽丝剥茧 ，淋漓表现。 利用创伤理论重新解读这部
小说具有引领现代人以叙事言说创伤 ，以关爱烛照心灵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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