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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卡佛短篇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书写
黄邦福

摘

要：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雷蒙·卡佛被誉为是“极简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这一创作形式广

受批评关注，但其作品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尚未得到应有的解读，特别是其作品中的男性气质主题。卡
佛在他的文本世界中对男性气质这一主题进行了复杂而变换的书写，其早期作品反映了日益消解的传
统霸权性男性气质、痴迷于病态性的边缘男性气质，后期作品试图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男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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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卡佛（ Raymond Carver） 是美国自海明威以降最

男人向‘现代’男性角色转向； 也来自内部因素，来自‘真正

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被誉为美国的“契科夫”，其作品叙事

的自我’反抗人为设置的性别角色限制与束缚” 。这一时

③

简洁平静、语言简显直白、人物刻画简单扁平，因而被贴上

期，美国由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男性从传统的

了“极简主义”（ Minimalism） 的标签。作为“绝望蓝领编年

重工业蓝领工作转向更为女性化的服务业白领工作； 同时，

史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卡佛不但注重小说的创作形式，同

社会转型引发的失业以及激烈的职场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压

时也关注作品的内容，如其所言，“小说创作，并不是如某些

力，也使得男性对遵从丈夫、父亲与供养者等传统性别角色

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技巧应该优于内容” 。其作品在“简

感到压力与不满； 同性恋运动削弱了女子气男子与同性恋

单”的形式之下蕴藏着丰富的主题与意义，刻画了社会“边

之间的固有联系，女权运动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解放了男

缘人”对日常生活的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疏离与自我

性，使得男性开始放弃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固守。由于社会

抗争，其中也包括对男性气质这一重要主题的书写。

与文化语境发生改变而导致的性别角色变化，引发了人们

①

对传统男性气质观念与神话的强烈质疑，使得传统霸权性

卡佛的创作生涯贯穿了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见

男性气质处于被消解的危机之中。

证了同性恋、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从其作品中我们能找到

美国社会的传统男性气质特征主要包括进取、坚韧、刚

这些社会运动所留下的烙印。正如范妮萨·霍尔所言，“卡

毅、
理性、强悍、攻击性、供养能力等，这些特征具有规范性，

佛的生活经历及其所处的历史位置，使他能够敏锐地觉察

标记着最受社会推崇的“真正”男人，并通过文化、机构和

到美国 20 世纪 70、80 年代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诸

规训手段强迫其他男性认同并遵从这些规范，从而成为具

多社会与文化的主导话语”，因而他的作品成为“理解那个

有霸权性的男性气质特征。康奈尔指出，“霸权性男性气质

②
时代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话语的宝贵镜子”。 不过，霍

是通过英雄形象得以自然化的，并通过各种英雄颂扬形式

尔在其论文中着力探讨的是女性主义对卡佛创作的影响，

④

加以呈现” 。在美国文化中，英雄常常通过传奇、歌谣和

并未展开讨论卡佛作品中的男性气质这一重要主题，而这

西部片等形式得以颂扬，并以战争、体育、荒野历险等性属

正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通过分析其主要的短篇小说作

化的公共空间行为彰显男性气质，因为公共空间是“传统的

品，结合社会语境与个人背景的考察，本文指出，卡佛在其

性属角斗场，男性在此参与并操演那些定义其男性气质的

文本世界里反映了美国社会传统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消解，

种种行 为。 …… 正 是 在 公 共 空 间 里，男 性 才 成 其 为 男

进行了边缘性男性气质的主题书写，并在其后期作品中试

⑤

人” 。

图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男性气质模式。

然而，在卡佛的文本世界里，表征传统男性气质的英雄

消逝的英雄： 传统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消解

人物是缺场的，充斥的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男性角色。这

卡佛生活与创作的 20 世纪 60 到 80 年代期间，美国社

些男性角色在咖啡馆、酒吧、荒野等公共空间里的性别操演

一

会见证了性别角色的深刻变化。康奈尔指出，性别角色变

往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其中有些男性角色，即使拥有成

化“既来自外部因素，如科技发展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会要求

为英雄、确证其男性气质的机会，也无力扮演英雄与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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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他们不是你的丈夫》中的男主人公厄尔一天晚

罗德离开了河流，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租住的小屋，结果却

上去妻子打工的咖啡馆，偶然听见两位男性顾客在对他妻

发现自己丢失了钓鱼竿，“他失去了它，它消逝了。某种英

子的身材进行侮辱性的调侃。这种调侃其实也是对作为男

⑦
雄般的东西。” 显然，他不只是失去了这次钓鱼之旅开始

人和丈夫的厄尔的侮辱，但是，他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

时所怀有的那种英雄想象，同时也失去了骑士的武器、男人

份，更没有勇敢地挺身而出，扮演保护妻子、捍卫自己男性

的徽章

尊严的英雄角色，反而对他们的看法予以认同，认为只要让

那支象征其男性气质的钓鱼竿。

因此，卡佛的短篇小说不仅没有捍卫传统的男性气质，

妻子减肥，就能重新赢得顾客艳羡的赞美，从而确证他自己

反而描绘了许多男性气质操演失败的场景。他的男主公们

的男性气质。于是，回到家后，他不顾妻子的健康，强迫她

在公共空间里所进行的性别操演，不但未能彰显并确证其

减肥。故事结尾处，妻子减掉了 20 磅的体重，厄尔再次来

传统男性气质，反而遭遇了危机，招致其他男人的怀疑和嘲

到咖啡馆，想法设法地让店里的男性顾客留意他妻子的身

笑，甚至是被象征性地阉割，从而隐喻着卡佛的文本世界里

材，试图以此确证其男性气质，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被当成

传统霸权性男性气质被消解。

了“开玩笑的人”，成为了大家的笑料。

二

荒野是卡佛小说中男性气质操演的主要公共空间，这

病态的男人： 边缘性男性气质的主题书写

卡佛的许多男主人公在公共空间里的性别操演往往以

与他从小酷爱钓鱼、打猎等传统的男性活动具有密切的关

失败告终，更多的人则选择退回了家庭这一传统上女性化

系。如其所言，“钓鱼和打猎是让我兴奋的事情，它们影响

的私人空间。卡佛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关注的都是夫妻

⑥

了我的情感，是我喜欢创作的题材” 。因此，他创作的短

或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发生的场景都是位于无名之地

篇小说、尤其是其早期作品中，钓鱼、打猎等荒野历险成为

的家中，男主人公大都呆在家中，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在这

了其众多作品的重要主题，包括《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个私人空间里，这些男人依然遭遇了性别身份困境，不但无

和《田园》等。由于现代语境中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日趋女

法扮演传统的丈夫、供养者等性别角色，而且还表现出情感

性化，荒野空间成为了传统男性气质的庇护所和疗伤地，男

焦虑、极端消极、窥淫成癖等病态性的、背离传统男性气质

人渴望荒野历险，借以生成并操演男性气质。美国现代文

规范的边缘性特征。

学中不乏在荒野历险中操演传统男性气质的英雄形象，如

“男人应该怎样扮演男人的角色？ ”卡佛借《请安静，好

海明威笔下的“准则英雄”。虽然卡佛酷爱采用荒野这一

吗？ 》中的男主人公拉尔夫之口，道出了他笔下众多的男主

彰显男性气质的传统场景，但是，其作品中荒野的传统意义

人公在传统男性气质观念日益消解、新的性属话语尚未建

被颠覆。在他的笔下，荒野并没有起着庇护、疗伤男性气质

立时所面临的性别身份困境。卡佛笔下的男主人公常常生

的作用，反而往往见证着悲剧的发生，见证着男性气质操演

活在危机之中，他们要么失业在家，要么即将丢掉工作，无

的失败，成为缅怀昔日男性英雄气概的场景。

法承担起传统的家庭供养者角色，妻子成了养家糊口的主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中，男主人公斯图瓦特和他

要收入来源。《他们不是你的丈夫》中的厄尔失去了推销

的三位朋友周末去纳切斯河钓鱼，他们在河中发现了一具

员的工作，靠妻子在咖啡店打工维持生活，甚至隐瞒身份去

女人的尸体。他们没有立即报警或是结束钓鱼之旅，而是

妻子打工的地方获得免费的晚餐。

用绳子把那具尸体系在河边的树上，然后决定继续喝酒、玩

他们在婚姻生活中也是蹒跚而行，不断地遭遇性危机。

纸牌，继续他们的钓鱼之旅。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是
他们谁都不愿在其他男人面前表现出胆小软弱，都想借此

如柯尔克·内赛特所言，“卡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所遭遇的

操演并确证自己的男性气质。然而，在公众的判断面前，他

危机，总是与性相关联” 。虽然这种性危机有诸多的表现

们的性别操演遭遇了质疑。当地报纸和居民都指责他们的

形式，但主要表现为丈夫怀疑妻子不忠而感到近乎病态的

⑧

行为，甚至怀 疑 他 们 也 是 谋 杀 者，斯 图 瓦 特 的 妻 子 也“评

焦虑（ dis － ease） ，这构成了卡佛的许多短篇小说，尤其是其

判”他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懦夫行为。

70 年代创作的作品的常见主题。《阿拉斯加有什么？ 》中的

最能说明荒野场景与日益消解的传统男性气质之间有

男主人公卡尔和妻子玛丽受邀去拜访邻居杰克，他看见妻

着密切联系的，是被认为卡佛向海明威短篇小说《大双心

子和杰克进入厨房，于是怀疑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

河》所作出的某种反讽性致敬的早期代表作品《田园》。这

系； 《那是什么？ 》中的丈夫莱奥打算向法院申请破产之前

个故事讲述的是哈罗德先生周末独自外出钓鱼，他怀着骑

卖掉家里的那辆汽车，为了卖个好价钱，他让妻子托妮去找

士般的英雄想象，手里拿着的钓鱼竿就像是骑士手中的一

汽车销售员，但是，妻子卖掉汽车回家后，莱奥怀疑她把汽

支长矛，希望这次钓鱼之旅能让他的男性气质得到复元，结

车卖了 个 好 价 钱 是 因 为 她 向 汽 车 销 售 员 出 卖 了 自 己 的

果却变成了羞辱性的悲剧。几个正在追逐一只受伤野鹿的

肉体。

男孩子发现了他，要求他告知野鹿逃跑的方向，得到拒绝的

卡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都与外界疏离，对生活抱着

回答后，他们用枪威胁他，对他进行了象征性的公开阉割：

极端消极的态度，无力面对生活难题，更无力积极地解决问

“那支枪管瞄准他，瞄准他的腹部，也许还向下瞄准了他的

题。他们躲藏在家里，沉溺于电视与酒精的世界中，俨然是
一具具病态的、毫无生气的“僵尸”，客体般地消极存在着，

腹股沟或是睾丸。他感觉它们收缩了一下。”平静之后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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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自己变成屋子或是家具的一部分。他们总是把自己固

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和批评接受，使他获得了极为需要的

定在沙发上，观看电视里的生活，或者通过酗酒暂时性地疏

荣誉、金钱和工作，他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对这个世界上

离残酷的现实生活。《保鲜》中的那位无名丈夫失业三个

的一切充满着信仰与爱。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不可避免

月以来，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整天呆在家里，从妻子上班

地影响了其后期作品中的男性角色的塑造。更为重要的

到下班期间，身体都没有离开过沙发，眼睛都没有离开过电

是，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的性属语境发生了变化，边缘化的、

视。家里的冰箱坏掉之后，他没有像他的妻子一样，积极地

反传统的男性气质，日益占据美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与主导

想办法解决，甚至都不愿陪妻子去二手家电拍卖会购买冰

地位，这为卡佛建构新的男性气质创造了可能的空间。卡

箱，就连冰箱流淌出来的冰水将他所在的沙发围成了“小

佛后期创作的许多短篇小说，已经从早期主要表现男性气

岛”，他也依然固守在沙发上，无动于衷。《小心翼翼》中的

质危机、对逝去的英雄男性气质的遗憾、书写病态性的男性

罗伊德与妻子离婚后，把自己锁在楼上，终日酗酒。一天，

气质，开 始 逐 渐 地 转 向 试 图 建 构 新 的、更 为 积 极 的 男 性

他的前妻来看他，希望和他好好谈谈。虽然他非常想和前

气质。

妻复合，但是，罗伊德没有积极地面对问题，更无力解决问

卡佛创作的这一转向开端于真正奠定其在美国文坛地

题，他重新回到了此前的疏离状态，甚至在前妻离开的时

位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它所收录的短篇小说在技巧

候，他也是关上窗帘，穿着睡衣躺在沙发上，喝着香槟，看着

和内容方面都与此前的短篇小说大为不同，不但反映了卡

电视。

佛创作技巧的变化，也反映了他生活境遇的改善。其中的

这种“僵尸”般的空虚生活，使得卡佛笔下的众多男主

许多短篇小说都表明，他在创作技巧上已经远离了极简主

人公失去了情感活力，变成了情感寄生者，只能站在黑暗的

进入了一种更为丰满的、更加慷慨的创作风格； 而在创
义，

屋内，透过窗户偷窥他人的生活，藉此获得病态的快感，激

作内容上，虽然他关注的仍然是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但是给
予了他们一丝希望的亮光以及行动的力量。而在男性角色

发出暂时的情感活力（ 性冲动） 。如大卫·博克瑟和卡桑

的塑造方面，《大教堂》及其之后的《我打电话的地方》这两

德拉·菲利普斯所言，卡佛的小说人物大都有窥阴癖，“窗

部短篇小说集，虽然也表现出对传统男性气质的质疑，不少

帘将他们的空虚生活与混乱的外界隔开，他们躲在窗帘后

短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仍然呈现出病态性特征，但是，其塑

⑨

向外偷窥，获得突然的惊喜”。《邻居》中的男主人公比尔

造的某些男性角色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他们对生

和妻子不满意自己枯燥乏味的生活，他总觉得他的邻居吉

活更为积极，表现出情感交流、照顾家人等女性化的男性气

姆一家生活得更充实，他常常偷窥吉姆家，幻想着自己进入

质特征。

他们的生活。吉姆全家外出度假时把钥匙交给比尔，请求

卡佛的著名短篇小说《大教堂》刻画了一位在妻子的

他照看家里的小猫、给花草浇水。这给了比尔近距离偷窥

帮助下，通过与盲人进行情感交流而走出自我疏离的丈夫

吉姆家的生活的机会。第一天，比尔进入吉姆的家里，翻看

形象。小说的叙事可分为三个部分。小说首先描绘了佚名

他家里的东西，喝酒，有了性冲动，返回家同妻子做爱； 第二

叙事者在家中等待他妻子的好朋友、盲人罗伯特来家做客

天，他特意提前下班，和妻子做爱后进入吉姆的家中； 第三

时的内心感受。由于他固守在自己的封闭世界中，与外部

天，他再次进入吉姆家里，躺在吉姆夫妇的床上手淫，然后

世界保持疏离，因此他并不欢迎罗伯特，特别是对这个男人

试穿他们的衣服。偷窥吉姆的生活、身份变换的想象，使得

要睡在他的屋子里感到焦虑，表现出害怕陌生人攻入其私

比尔暂时复元了情感活力。

人空间的抗拒性姿态。第二部分相对简短，描绘的是罗伯

卡佛在其作品中对这种病态的、边缘性男性气质的刻

特到来时的情景，叙事者依然对他表现出疏远、敌视的态

画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这显然与其本人成名之前失败的

度。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叙事者通过与罗伯特的

生活际遇密切相关。卡佛小时候的生活充满了失败的阴

交流，逐渐地改变了先前的抗拒性姿态，他们一起看电视、

影，父亲酗酒、失业，全家生活拮据、不断地搬家。他中学毕

抽烟、喝酒，叙事者开始敞开了他的心扉。特别是在小说的

业后就结婚，20 岁时就不得不承担起养 活 一 家 四 口 的 责

结尾处，叙事者为罗伯特描绘电视中正在播出的大教堂节

任，四处寻找打零工的机会，两次破产，常常为不得不扮演

目，
并在他的要求之下，取来纸笔，让罗伯特握着他的手一

家庭供养者角色而痛苦不堪，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只能借酒

起画出了大教堂。在这个情感交流的象征性场景中，叙事

浇愁。事实上，我们在他的作品人物身上总能找到卡佛的

者走出了自我封闭，也走出了卡佛以前作品中那些男主人

影子，他们也和卡佛一样生活在现代荒原般的“绝望之城”

公所固守的“僵尸”状态。他拆除了自我“城堡”，重新建立

（ Hopelessville） ，不断地遭遇失败和生活危机，疲于奔命，伤

与情感世界的联系，开始拥抱一种新的男性气质。如克里

痕累累。

斯·布洛克所言，小说结尾之处的这一场景是用建筑物隐

三

新的男性气质的建构尝试

喻男性自我，它清楚地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饱尝生活艰辛的卡佛，个人境遇大为
改善。他成功地战胜了多年的酗酒恶习，和妻子离婚后同

卡佛利用大教堂这一隐喻，是要向我们展示，超越

文学知己、女诗人苔丝·加莱弗相恋，同时，他的作品开始

传统男性气质的社会规范是可能的。它传递出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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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信息： 只要走进内心世界、对他人抱有同情心、承认

结

精神世界的价值、接受女性的帮助，就有可能看见一种
既非基于自我封闭也非基于持续戒备控制之下的男性

语

纵观卡佛的整个创作生涯，他都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境

⑩

气质出现的曙光。

遇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之中。卡佛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其本人的文学投射，他们共同见证着传统男性

虽然《大教堂》为我们点燃了建构一种新的男性气质

气质的消解，经历着男性气质危机所引发的焦虑与病态性

的可能性亮光，但是，它在这个方面并没有走得太远。相比

反应，并试图憧憬一种新的、更为积极的男性气质。虽然卡

之下，卡佛的另一著名短篇小说《发烧》所建构的男性气质

佛的作品所讲述的都是绝望蓝领的个体故事，但这些个体

则要积极得多。从主题上讲，《发烧》讲述的是中学美术教

故事依然具有普遍性意义，正如他在接受访问时所说： “我

师卡莱尔被妻子抛弃之后努力获得情感痊愈、并主动承担

的作品所描述的，都是发生在个体层面的故事，而不是更大

起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照顾子女的责任。在这个故事中，

的政治舞台或社会舞台，但是，一切都必须始于个体的故

卡莱尔遭遇了一系列的生活危机


瑏
瑡
事。” 因此，这些个体故事中所留存的时代性属话语烙印，

妻子离家出走、为未

成年的孩子寻找保姆、生病发烧、保姆离去。面对生活危

无疑会成为我们考察 20 世纪 60 到 80 年代期间美国社会

机，卡莱尔起初也和《保鲜》里的那位无名丈夫、《小心翼

性属话语的一扇窗口。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性属主题，不但

翼》里的罗伊德一样把自己变成了“僵尸”： 他希望和妻子

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解读卡佛的短篇小说所蕴

复合，却无力采取任何行动，而是把自己与外界疏离，整天

含的男性气质多样性及其丰富意义，同时也使我们通过这

酗酒，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他逐

个窗口得以窥见美国该时期的性属话语图景。

渐地“复活”过来，开始积极地面对问题，勇敢地承担起了
供养孩子的责任。通过与保姆的交流，他告别了过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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