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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 · 弗拉纳根的《单手掌声》讲述了二战后斯洛文尼亚移民在澳

大利亚重建家园与身份认同的艰苦历程。弗拉纳根在小说中将两种看似对立且不可调和的

文化模式——斯洛文尼亚文化与澳大利亚文化——并置起来，尝试解读两者之间的交流、

碰撞与融合过程。这种并置在小说中多有体现，尤其表现在语言与文化传统两个方面，反

映出移民群体在新环境中艰难寻求社会认同并找寻自我意识的努力。跨越不同地域和族群

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使作品体现出明显的“跨文化”特征。基于此，本文选取“跨文化记忆”

作为理论视角，考察特定历史阶段斯洛文尼亚和澳大利亚两种文化与历史的对抗与共融，

以及文化记忆在其中的动态演变。本文重点关注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旨在探

讨动态、混杂和多元的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理查德 · 弗拉纳根 《单手掌声》 跨文化记忆 移民 身份

引言

《单手掌声》（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 

1997）是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 ·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第二部小说，讲述了二战后斯洛文

尼亚人为了逃离欧洲的战争与政治迫害，移民到

澳大利亚并在当地重建家园的艰苦历程。小说取

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仅在澳大利亚本土就创造

了15万册的高销量，使其成为澳大利亚当时最畅

销的小说之一，并获得多项文学大奖，弗拉纳根

亲自改编的同名电影还入围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

节的“金熊奖”提名。作品被评论界普遍视为来

自斯洛文尼亚流散群体之外 1的“第一次”文学

表达 2，因为弗拉纳根及其作品“使斯洛文尼亚移

民经验纳入澳大利亚主流文学和澳大利亚国民意

识，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斯洛文

尼亚族群之中”3。小说对移民群体在异国遭受的

身体及心灵双重创伤的细致描写，对一段尘封历

史记忆的揭示及反思意义重大，为丰富澳大利亚

为数不多的“战后移民”主题小说、保存并传播

斯洛文尼亚文化及身份认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澳大利亚负有盛名的哲学家、作家雷蒙德 · 盖塔

（Raimond Gaita）曾表示，小说中不少段落感人

至深，读之令人潸然泪下，他感慨道，“我很欣慰

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胸怀宽广的作家，能够勇于

处理这些精神层面的深刻主题”。4缺乏历史积淀

的“白色”澳大利亚与充斥着暴行的旧欧洲之间

的跨文化张力与冲突是《单手掌声》的中心主题。

作品追踪记录了移民群体的“移位”困境及其身

份建构的艰难历程，同时反映出跨越不同地域和

族群的两种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的动态过程，体

现出明显的“跨国”与“跨文化”特征。基于此，

1 理查德 · 弗拉纳根是非斯洛文尼亚血统的澳大利亚本土作家，他妻子的父母均为斯洛文尼亚人，并于二战后移民来到澳大
利亚。

2 Jurak, Mirko. “Slovene Migrants in Richard Flanagan’s Novel 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 Essays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Literature. Ed. Mirko Jurak and Igor Maver. Ljubljana: ZIFF, 2000: 108.

3 Maver, Igor. “Four Recent Slovene Migrant Novels in English”.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between Europe and Australia. 
Ed. Igor Maver. Sydney: Sydney Association of Studie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1999: 81.

4 Sullivan, Jane. “Stranger than Fiction.” The Age. 17 Oct. 19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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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跨文化记忆”作为理论视角与方法依

据，探讨特定历史阶段斯洛文尼亚和澳大利亚两

种文化与历史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以及文化记

忆在其中的动态演变过程。

一、失语困境与语言杂糅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移民历史上的决

定性时刻。二战后为了快速增加人口、满足国家

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大规

模的战后移民计划，除传统的英国移民之外，尤

其注重吸收纳粹欧洲占领区内的难民群体，他们

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短期内接收的最大规模的非

英语背景移民 1。这批战后移民随后给这个国家的

社会与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战后移民

计划的全面实施构成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形成

与发展的基础”（同上：13）。《单手掌声》正是在

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讲述了二战后斯洛文尼亚

移民举家逃离母国的经历，他们就是阿帕杜莱口

中“带着希望、恐惧和绝望”迁往新国度以期寻

求就业机会或逃避政治动荡的流散群体 2。小说围

绕主人公博扬 · 布洛（Bojan Buloh）与妻子玛丽

亚（Maria）和女儿索尼娅（Sonja）一家铺开两

条叙事线索，第一条主要讲述以布洛一家为代表

的移民劳工群体在异国的生存困境，他们来到这

个陌生的国家是为了找寻一个远离战争与创伤的

自由国度，却无奈地发现自己仍然深陷于历史的

梦魇以及当前残酷无情的生活之中；另一条线索

则通过一系列倒叙、快进与闪回，带领读者来到

前南斯拉夫以及奥地利难民营，间断地讲述了布

洛夫妇及家人在党卫军手中遭受的噩梦般的折磨

与创伤。小说的中心人物都在不同的国家、地域、

文化和历史中回忆过去，他们的回忆过程可视为

一种“相互借用并混合”3的动态过程，因而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记忆的冲

突与融合现象。

近十几年来，文化记忆研究的重心日益转向

记忆的动态性及全球性等问题上，传统的集体记

忆概念及其主导的国家视角受到挑战。文化记

忆研究者似乎普遍意识到，“文化记忆的动态性

不能在某种单一的文化或社会框架内进行研究，

而应该注重跨越不同文化或社会的边界”，从而

催生了对新概念和范式的理论需求 4。安 · 瑞格

妮（Ann Rigney）在诺拉“记忆之场”的理论基

础之上提出“从记忆研究的‘场’转向‘动态’，

从聚焦文化产品转向该类产品的流通与影响”5。

埃尔则认为，记忆首先不能被束缚于某个地方、

区域、社会群体、宗教团体、国家或民族，而真

正应该是跨文化的、持续跨越及超越上述领土及

社会边界，即“任何文化记忆都必须‘旅行’才

能保持运动状态，才能对个人思想及社会构成产

生影响”6。记忆研究领域对“跨文化记忆”与

“跨国记忆”的关注 7指导我们从更宽广的视角考

察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记忆网络，为我们思考

过去、反思历史开辟了新的空间。由此，我们可

以反思趋向于建构固定身份认同的同质历史，重

新解读文化、种族、民族、国家或宗教之间的异

质性。事实上，跨文化记忆概念中蕴含的是当代

文化杂糅的重要现实，这一理念是对传统“中

心–边缘”、“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等二元对

立的公然挑战与反抗。在如今全球化与现代化

的背景下，跨文化记忆理论面对的是一个无国界

的世界——即“一个疆域无法真正涵盖文化的世

界”8，其目标是多维度地解读文化的异质性与多

元性，并最终指向我们这个时代的跨文化动态性

问题。

1 Jupp, James. From White Australia to Woomera: the Story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2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1996: 6.
3 Pennycook, Alastair. Global Englishes and Transcultural Flow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6.
4 Vermeulen, Pieter and Stef Craps. “Introduction – Dispersal and Redemption: The Future Dynamics of Memory Studies – A 

Roundtable.” Memory Studies, 2012(2): 224.
5 Rigney, Ann. “The Dynamics of Remembrance: Texts between Monumentality and Morphing.”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Eds.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ünning.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2008: 346.
6 Erll, Astrid. “Travelling Memory”. Parallax (special issue: transcultural memory), 2011(4): 10-12.
7 De Cesari, Chiara and Ann Rigney. Transnational Memory: Circulation, Articulation, Scales. Berlin: De Gruyter, 2014.
8 Hannerz, Ul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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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手掌声》中的布洛一家是移民劳工群体的

典型代表，他们分别带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的

特征，承载着跨文化的记忆与创伤。他们经历了

20世纪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世

界大战、工业时代等一系列决定性历史事件，是

纳粹极端暴力下的不幸受难者，因而即使移居他

乡也无法放下那段痛苦不堪的记忆，而这些记忆

将持续影响甚至决定他们的生活。难民离开战后

欧洲迁往澳大利亚，希望能凭借双手艰苦奋斗获

得物质上的财富和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对大多数

一代移民来说，美好的未来只是虚幻的泡沫终究

难以实现。移民劳工住着工地上搭建的简易棚屋，

在偏远荒野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为这个

国家奉献自己的血汗甚至生命，却无法得到主流

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被视为异类、边缘人或非合

法公民，长久地遭到歧视与排斥。除此之外，移

民群体自身还遭受着语言上的困境，小说中英语

和斯洛文尼亚语言的对抗与融合，反映出弗拉纳

根对流散经历中文化碰撞问题的深刻思考。

当他们初次踏上这片新国土时，这些“新澳

大利亚人”（New Australian）1很快领略到英语

文化和语言的优越性，他们被困在一种完全不熟

悉的语言之中无法发声，博扬就是这种“沉默声

音”的代表。作为第一代移民，博扬向女儿诉说

无法使用英语对他造成的影响：“我从来找不到足

够的词汇来告诉人们我的想法和感受，从来没有

足够的词汇来找一份正经的工作”2。博扬非常担

心女儿长大后会变得跟他一样，因此竭力教育索

尼娅放弃母语以便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正如萨

尔曼 · 拉什迪所说，移民对同化的渴望与抵制同

样迫切 3。他试图营造一个“只讲英语”的家庭

氛围，坚持让索尼娅在家里和日常生活中说英语

而不是斯洛文尼亚语。博扬实施这一“理念”的

重大举措之一，就是为索尼娅购买的一套24卷版

《大英百科全书》，他把这套巨著端正地摆放在家

中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旁边，因为它们是“奇迹般

获得解放”的象征（214）。因为他坚信英语技能是

他们在新家园生存和成功的唯一手段。对老一辈

移民而言，对母语的抛弃是他们帮助后代走向权

力中心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单手掌声》表达了这

样一种矛盾心态：移民们深知，不掌握主导语言

就会一直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全然抛弃母国

语言又需要在感情和心理上付出极大代价，无论

如何，这都是一个有得亦有失的艰难抉择的过程。

尽管博扬坚持为索尼娅创造一个“唯英语独

尊”的单语家庭环境，但他却无法阻止双语家庭

的自然生成，在这里，英语和斯洛文尼亚语的共

存创造了一种混杂型的沟通方式。对于小说中的

移民社区来说，无论是英语还是斯洛文尼亚语，

都无法满足多种文化、语言和种族混合交融环境

下的沟通需求。因此，移民群体中应运而生了一

种混合语言，或者说一种融合了两种或多种语言

的新型英语。正如斯图亚特 · 霍尔所言，在全球

化和流散背景下存在一种混杂倾向，这种倾向打

碎并瓦解了主流语言所呈现出的统一形象，形成

了“一种与传统上划分层次和阶级、貌似趾高气

昂的旧式英语完全不同的新的国际语言形式”4。

大卫 · 艾布拉姆（David Abram）同样认为，“所

有真正有意义的话语本身就具有创造性，将既定

词汇通过崭新的方式加以组合，从而几乎不带痕

迹地改变了整个语言系统”5。弗拉纳根在小说中

想表达的是，移民群体在抛弃语言的过程中也失

去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在与过去决裂的同时

也彻底丢失了自我文化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

英语和斯洛文尼亚语的对立，或基于社会等级的

分离显然是错误的观念，因为这种认识无法解释

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共存、交叠、互相渗透和互

相作用的动态过程。弗拉纳根通过两种语言的并

1 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移民都被称为“新澳大利亚人”，带有排斥意味地指除英国之外的所有移民，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
60年代。

2 Flanagan, Richard. 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 Sydney: Picador, 1998: 39. 文中有关《单手掌声》的引文皆由笔者译自以
上版本，后文出自该作品的引文将随文直接标注引文出处页码，不另加注。

3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Granta, 1991: 149.
4 Hall, Stuart.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Dangerous Liaisons: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Eds. Anne McClintock, Aamir Mufti and Ella Shohat.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1997: 179.
5 Abram, David. 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New York: Vintage, 199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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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仅解释了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及

不平衡的关系，还说明了两种语言如何经历对抗、

妥协、混合等一系列过程，最终形成一种新的语

言形式。

二、文化传统的对抗与共融

《单手掌声》展示了移民社区语言上的融合

与混杂倾向，除此之外，移民对新饮食文化的适

应也是文化杂糅的结果，其中体现出移民主动或

被动地融入东道国并寻求社会认同的动态过程。

对于弗拉纳根来说，移民家庭对待澳大利亚食物

（Aussie food）的态度，不仅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经

验，更重要是文化差异和文化身份的体现。正如

鲁巴 · 萨利赫（Ruba Salih）所说，对于那些离开

祖国迁往另一个国家的人们来说，食物对于“塑

造归属感和认同感”非常重要 1。弗拉纳根通过对

新饮食习俗的适应过程来反映移民与本土居民之

间的文化对抗与共融。通过布洛一家，我们可以

发现餐桌上的食物不仅一再塑造着移民对食物的

品味，而且改变着他们在新家园中的身份认同。

博扬对澳大利亚食物经历了一个抵触、尝试、嘲

笑、适应和接受的过程。他到达塔斯马尼亚之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适应这里新的饮食习惯，

便对女儿抱怨说，“餐厅里卖的都是澳洲食品，我

不习惯。所以我只能自己做东西吃，不然非饿死

不可”（56）。显然，博扬对澳洲食品并不“习

惯”，因为其口味完全不同于他所熟知的传统斯洛

文尼亚的烹饪味道，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尝试的兴

趣。博扬对澳洲本土食物的抗拒实际上反映出他

与新环境的疏离，在这一阶段，他对自己的母国

怀有强烈的思念情绪，这也使他对新环境的适应

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帮助父亲尽快适应澳洲饮食，索尼娅努

力将“新食物”引入自家厨房。索尼娅与外界有

更多的沟通机会，她的大部分新饮食习惯都是从

寄宿的澳大利亚家庭希尼夫人那里学来的。希尼

夫人每天早晨都会用焗甜豆、黄油土司和“维吉

麦”咸味酱（Vegemite）2做早餐，并声称它们

是“这个国家的健康食品，是它们成就了今天的

我们”（193）。对于希尼太太来说，焗甜豆、黄油

土司和“维吉麦”都是澳大利亚国家形象的一个

重要方面。她的食物不仅代表着澳大利亚人的共

同口味，而且是澳大利亚人为之骄傲的民族饮食

习惯。索尼娅从而了解到，食物可以作为在新的

国家获得社会认同的一种方式，因此她用希尼夫

人的食谱为博扬制作起澳大利亚传统食物。当索

尼娅端着自己精心制作的正宗澳洲食物骄傲地站

在博扬面前的时候，他最初的反应是困惑和嘲笑。

他看着这份“奇怪的食物”，眼神中充满“鄙视和

彻底的疑惑”（200）。他不解地问索尼娅，“希尼

家……你确定他们就吃这种东西吗？”随后他不

情愿地边吃边在心里咒骂道，“澳大利亚人真是落

后得令人发笑，什么可怕的东西都能拿来做食物”

（201）。移民群体在新的国家部分接受了主流的饮

食习惯，但同时还保留着对某些食物——通常是

本民族传统食物——的偏好。此时，博扬家的餐

桌变成了一个战场，本土居民与移民之间两种截

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在这里互相对抗和竞争。

不过，无论博扬接受与否，澳大利亚本土的

饮食文化还是不可避免地逐步走进他的生活。博

扬在与澳大利亚妇女琼（Jean）的交往过程中，

才首次表露出愿意尝试当地饮食。博扬与琼的恋

爱关系使他的生活自妻子离开后第一次有了“越

来越安心、愉快”的感受（207）。与此同时，琼

用自己的烹饪习惯为博扬的世界注入了新的元素，

而博扬也以更开放的心态逐渐接受：“整个春天、

夏天、秋天，博扬和索尼娅坐在饭桌前吃着琼制

作的各种奇怪的异域食物，其中有些是他之前从

未允许进入家门的，比如南瓜、甜菜根、薄荷酱。

还有烤羊肉、炖羊肉，博扬一直认为这些菜只配

给塞尔维亚人 1（Serbs）吃。但是为了讨好琼，

1 Salih, Ruba. “Shifting Meanings of ‘Home’: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in Moroccan Women’s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between Italy 
and Morocco.” New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 Eds. Nadje Al-Ali and Khalid 
Kos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57.

2 “维吉麦”咸味酱是一种由酵母提取物制成的典型的澳大利亚食物。它是B族维生素的丰富来源，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
食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政府曾经给士兵配发维吉麦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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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极力称赞她厨艺了得。琼还用牛奶和奶油做汤，

这令博扬和索尼娅感到惊奇。不过，琼做的面包，

博扬承认——他是真心的——真的比他母亲做的

好吃……”（209）。博扬对琼制作的食品态度表

明，口味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制于时

间和空间。也就是说，对食物的品味是在某种特

殊环境下形成并塑造的。在这里，移民群体对新

食物的逐步接受和适应过程可以视为他们积极适

应新家园的努力。

与上文提到的语言融合一样，移民对新饮食

习惯的长期接触往往会导致不同饮食文化的自然

结合。在索尼娅和琼的努力下，随着时间的推移，

博扬终于接受了澳洲饮食，并将其与自己家乡的

饮食习惯混合在一起。索尼娅从悉尼回到家乡塔

斯马尼亚，在与父亲的团聚宴会上，博扬竟然为

她准备了亲自捕获、射杀并且熏制的烤袋鼠肉！

博扬的这一举动令索尼娅惊讶不已，博扬接着激

动地说，“这肉非常美味，美味极了。它对你的健

康也有好处”。除了极具澳洲特色的袋鼠肉，博扬

还准备了家乡斯洛文尼亚的特色饮料“杏果杜松

子酒搭配革木蜂蜜”，认为这是一种“欧洲传统饮

料和塔斯马尼亚特色食物的奇妙搭配”（57）。显

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扬逐渐习惯了当地的食

材及烹饪方式，他将两种看似不可能的食材搭配

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愉快的新组合。由此

可见，博扬厨房里的事物变化反映出其日常饮食

习惯发生的重大转变。弗拉纳根用欧洲饮料和塔

斯马尼亚食物的组合来解释本土居民和移民之间

的关系演变：两种文化相互交织、彼此竞争，逐

步适应，并最终融合。

移民群体的饮食习惯可以视为欧洲与澳大利

亚文化交融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2。通

过博扬的生活，我们了解到移民群体如何利用混

合的饮食文化参与东道国的各种社会活动，同时

积极表达不同于主流文化的独特身份认同。因此，

博扬创造的袋鼠肉与欧洲饮料的奇特组合可以视

为移民群体适应混杂新环境的一个成功范例。正

如伊安 · 钱伯斯（Iain Chambers）在讨论这些“异

乡人”（strangers）的身份认同时所说：“他们被迫

从祖国的传统中分离出来，不断经历身份认同的

挑战，他们不断在碎裂的历史遗产与异质的当下

环境之间寻求平衡”3。《单手掌声》反映出弗拉

纳根对文化的对抗与交融的深刻思考，具体来说，

即欧洲文化和澳大利亚文化如何相互影响，这种

互动如何最终达到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进一步

体现身份认同的高度混杂性以及不断变化的特点。

三、家园重建与身份重构

移民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现象，

作为对全球化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生

态等影响的回应，人们不断地在地理空间及心理

维度上进行迁移与调整（同上：2）。在霍尔看来，

移民身份认同的过程与不断演变的自我发展过程

紧密相连：“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

何方’，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在这

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寻找自我文化的根源，相

反，“身份从未统一，且在当代逐渐支离破碎”4。

多元文化的不断演进及交叉融合在身份建构过程

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弗拉纳根的《单手掌声》

着意表现移民群体在异国建立新生活以及构建独

特身份认同的动态过程，他们在对抗主流文化强

加的偏见与歧视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自我意识

与认同。小说聚焦于不同文化与记忆之间的转换、

碰撞及交融，旨在建构一种澳大利亚特有的跨文

化、混杂、动态的流散身份，在弗拉纳根看来，

这种跨文化身份充满了对抗的流动性。

除了生活的困境和社会的排斥，这些流离失

所的欧洲移民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与个人记

忆与祖国历史的彻底分离，他们失去了家园、语

言、社会凝聚力、文化和身份。他们所学的零碎

英语其实是由各种粗话俚语简单拼凑而成，而澳

1 对博扬这样的斯洛文尼亚人来说，尽管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曾经都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二者在语言、文化、思维
方式等多方面却有所不同。

2 Clifford, Jame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7: 192.
3 Chambers, Iain. 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6.
4 霍尔，斯图亚特；保罗 · 杜盖伊编，《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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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的食物和风俗习惯也令他们难以适应。尽

管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他们仍然在公民身份中

处于劣等地位。塔斯马尼亚对他们来说仿佛成为

一个永远无法归属的地方，“他们所做的一切仿佛

都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变得更

加痛苦、更加疏离”（315）。博扬、索尼娅和玛丽

亚三人的人生轨迹都反映出特定空间与身份认同

之间的博弈。面对同样的困境，博扬无能为力而

选择了逃避，转而用酒精和暴力麻痹自己；玛丽

亚干脆彻底放弃，选择了结束生命；只有索尼娅

还在苦苦追寻并尝试重构个人身份。一家三口截

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在移民群体中颇具代表性，而

这也跟其男女性别、一代二代移民的特质有关。

弗拉纳根用碎片、缺席、迁移等多个意象打破

了统一、稳定的传统概念，表现出索尼娅生活空间

和身份认同的碎片化、流动性、变异性和复杂性等

特征。“缺席”、“逃离”和“破碎”是索尼娅生命

的三个关键词。对于索尼娅来说，父亲的崩溃和母

亲的自杀给她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空间，而本

来应该成为“家园”的地理空间——斯洛文尼亚和

塔斯马尼亚——反而成为其噩梦的发源地。她的情

人也是一个欧洲移民，与他结婚也许会创造一个更

加稳定、安全的家庭环境，但索尼娅拒绝婚姻，这

一方面可能表明她拒绝继续保持移民身份，另一

方面象征着她对融合、统一和稳定的抗拒。由于母

亲、父亲、丈夫和家园的“缺席”，索尼娅的身份

永远无法完整，而保持一种不断调整变化的开放状

态。“逃离”是索尼娅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正

如书中所述，“事实上，索尼娅的生活可以归结为

一个词——逃离”（90），她的不断迁移是对传统的

身份与空间概念的挑战。索尼娅拒绝归属于任何稳

定的地方，就像她同时拒绝任何清晰、同质的身

份，她的身份随着特定空间、环境和文化的改变而

不断转变。她逃离斯洛文尼亚、逃离父亲的酗酒与

毒打、逃离塔斯马尼亚主流社会的妄尊自大，最终

逃离悉尼踏上寻根之旅。从大都市悉尼到家乡塔斯

马尼亚的最后一次“逃离”意义重大，因为这标志

着主人公自我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索尼娅在悉尼

的“新”生活一直是不完整的，主要原因在于她强

迫自己把儿时的记忆留在塔斯马尼亚，迫使自己在

悉尼无根绊地漂泊，但怀孕中的索尼娅突然意识

到，她没有任何“故事”可以传递给自己即将出世

的孩子，她必须回到塔斯马尼亚找回关于父母和自

己的记忆。

索尼娅身份的“破碎”性表现为不断被打破

的各种物品，尤其是索尼娅童年最爱的一套陶瓷

茶具，是象征其身份认同的重要意象。第一个

“破碎”的意象出现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把读者带

回1954年。博扬妻子失踪（后证实死亡）后，他

精神崩溃也没心思照顾孩子，便把索尼娅送给邻

居照看，大人们给了她一套儿童陶瓷茶具：“索尼

娅拿起茶壶，把它从桌布上移开，让茶壶掉到地

上，摔得粉碎。她做这件事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

相反她完全不动声色，不带感情，没有欲望。打

碎这个茶壶即没有带给她快乐也没有令她愤怒。

因此她继续木然地重复这个机械般的动作——将

茶具一件件打碎。……茶壶和牛奶罐打碎了。她

的母亲在唱歌。她的父亲在哭泣。茶托和茶杯打

碎了。她的内心在咆哮。她的父亲和母亲。……

破碎”（45-46）。这是一段索尼娅内心世界的生动

描述，可以看出这个小女孩的整个世界已经迸裂

陷入一片混乱。索尼娅打破茶具的同时也打破了

秩序与常态，并徒劳地试图创造出一种噪音，以

此消除自己内心有声的创伤记忆：母亲离开家人

时的歌声，父亲得知母亲死讯后的哭泣，茶具因

此获得了事物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象征意义。

索尼娅16岁决定离家出走时的场景与第一次“碎

裂”意象遥相呼应：博扬朝索尼娅扔酒瓶，索尼

娅愤怒地用手砸破窗户，博扬在索尼娅离开后绝

望地打碎杯子。这些碎裂意象虽然随着情绪和场

景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它们全都与碎片化紧密

相连。小说中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些裂痕可以修

复吗？成年后的索尼娅从土里挖出并试图修复儿

时摔碎的陶瓷茶具，而小说末尾博扬终于把这些

碎瓷片拼粘在一起，只留下些许头发丝般的痕迹。

索尼娅生下女儿后，博扬立刻赶来把修复好的茶

壶送给索尼娅，并激动地说：“终于复原了，再次

完整了”（416）。此时，茶壶象征着完结和解脱，

“他弯下腰，把修好的茶壶递给索尼娅，而她好像

交换似的，把新生的女儿递给了他”（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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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茶具以及博扬的修复象征着索尼娅身

份的破碎性及重构过程。她的身份不是本质主义上

固定不变的，而是混杂、短暂、流动且易变的。索

尼娅支离破碎的身份空间中包含着过去与现在、欧

洲与澳大利亚、斯洛文尼亚与塔斯马尼亚等种种片

段式的记忆。这种复杂的身份不仅包含了个人对物

理空间的理解，同时还包括对与空间相关的历史和

文化的吸收与包容。正如齐格蒙 · 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如果现代‘身份问题’是如何构

筑身份并使其牢靠稳定，那么后现代‘身份问题’

就首先是如何避免固定身份并使其选择保持开放

性”1。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同观点的角斗场，其

中一些观点一旦接触权力中心便开始呈现压迫性，

并将具有统一标准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持有不同观点

和信仰的对立面。萨义德指出，“如果每个人都要

坚持自己声音的纯粹性和至上性，我们得到的将仅

仅是无休止的争斗声和血腥的政治混乱”2。弗拉

纳根意识到“规范”通常打着“社会进步”的旗号

任意进行压迫和限制，他“谴责那些进步的神话，

并批判以民族主义和社会进步的名义限制地域、种

族和记忆多样性的各种权力形式”3。弗拉纳根从

不接受统一的世界观，在他看来这种世界观倾向于

忽略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并允许当权者对其他文化

群体不正当且不公平地滥用权力。他用反种族主义

的笔触坚定不移地书写那些“被历史遗忘、与历史

无关，却完全被历史塑造的人”（24），以及深陷主

流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体系却不能得到公平对待的

人，希望这些边缘叙事能够得到倾听和尊重，并以

此唤起公众对塔斯马尼亚种族不平等及权力失衡问

题的关注。

结语

弗拉纳根的《单手掌声》从全新的视角切入

塔斯马尼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以一个移民

家庭的个体悲剧与生存困境为线索，展现二战后

斯洛文尼亚及其他欧洲移民在澳大利亚的流散经

历。作品聚焦于移民群体中自我与他者、父母与

子女、第一代与第二代、过去与现在、希望与绝

望，以及异化与融合等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描

绘了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及多元性，这一

群体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背景，深受不同历史

环境的影响与塑造，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身份之间

游移，既渴望保留自身的文化根源，同时也在自

觉与不自觉中经历了同化过程，放弃了自身的

“他者性”。如今的文化景观告诉我们，记忆是从

地方和全球两个方面共同建构的，它能在全球范

围内的个体、社群、国家和大洲等空间内普遍存

在。时至今日，我们无法回避文化记忆话语中日

益显著的“跨文化性”特征，因为在当今“全球

混融”（global mélange）4的背景下，清晰明确的

文化界限已难以为继，文化与记忆都跃跃欲试地

企图跨越或超越边界，跨文化记忆的任务既不是

纯粹地解放，也不是完全地控制，应该将其视为

一个论争与和解并存的多元文化空间。如今的澳

大利亚呈现出多种冲突与不调和因素，澳大利亚

人对他们曾经如何制造历史，以及今后如何创造

未来的争论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弗拉纳根用

自己的文学作品参与到这一复杂难题的讨论之中，

重新思考今日“作为澳大利亚人”的意义所在。

他在作品中诚实、公正地审视了一段不堪提及的

沉重历史，强调了反思和重塑一个最大限度地包

容“他者”以及“他者性”的澳大利亚集体身份

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希望能够为澳大利亚人在新

世纪如何“创造历史”提出自己的见解。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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