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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拉康欲望理论的诗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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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欲望是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一个重要主题。 剖析文学中欲望这一主题时易过于注重社会环境和意识
形态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而忽略了作家创作和小说中人物言行的心理动因。 后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欲
望理论提出“ 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不仅揭示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有利于挖掘其社会言行潜在
的心理动力。 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打通了文学研究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学科界限,符合文学研究
“ 内倾向冶 转变的大趋势,为跨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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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Self and Other:
the Poetic Construction of Lacan爷 s Theory of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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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in literature. Studies of desire in literature tend to overempha鄄

size such external determinants of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and ignore the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writer蒺s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character蒺 words and deeds. The theory of desire put forward by the psychoanalyst Jacques Lacan not
only helps to reveal the fundamental roots for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 existence, but also explores the psychological

dynamics for their social behaviors. It further breaks the traditional border between the disciplines of psychology and
follows the tendency of “ introverted冶 orientation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research; it thus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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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众所周知,欲望是作家们在其文学作品中试图
着重阐释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分析作家的创作过程
及其小说人物的欲望世界时,学者们通常关注社会
环境及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而在很
大程度上忽略了欲望产生和变化过程中的心理动
因。 笔者认为,拉康的欲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事实上,欲望不仅受
到众多文学家们的青睐,也是精神分析学和哲学领
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很多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克
尔凯郭尔等都对其做出了独有的解释。 但直至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人们发现在这些无论是形而上的
哲学还是精神分析学中,欲望都只是局限于个人的
范畴,而从未上升到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正是
拉康第一次将欲望真正引入社会范畴,提出“ 人的

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

一、“ 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欲望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不同于弗洛伊德认为的———欲望是某种更为原
初、本真,且为社会文化秩序所不容的东西的观点。
拉康提出“ 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这一结论的得
出主要是受益于经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鄄
jeve, 1902—1968) 所阐释的黑格尔的理论。
科耶夫是立陶宛人,在俄国十月革命苏联吞并
立陶宛后逃亡到法国,并从 1933 年开始了为期 7 年
的关于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 的讲座。 这些系统
阐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论中关于自我意识发展过

摇 收稿日期: 2012鄄08鄄10

摇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CSQ11050) ;中南民族大学重点研究项目( XTS10001)
摇 作者简介: 耿潇(1982—) ,女,河北衡水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第 26 卷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耿摇 潇: 主体·自我·他者———论拉康欲望理论的诗学建构

程的讲演对 20 世纪诸如萨特、福柯及德里达等这样
的思想学术大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科耶夫对
黑格尔的解读是以研究其主奴辩证法,即主体间以
要求获得对方的承认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欲望的辩证
法开始的。 科耶夫认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蕴含
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动力,当人人都想要成
为主人时,争斗将不可避免,人类历史就成为了人与
人之间在主人与奴隶的位置上不断争斗的历史,他
们都有获得他人承认,获得主人地位的欲望。 在科
耶夫这里,人类历史前进及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再是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正是人
的欲望。
对于欲望,科耶夫做了如下阐释:“ 人的欲望不
同于动物的欲望( 动物的欲望生产出的是自然的存
在,它仅仅活着,只对它自己的生命有感情) ,人的
欲望指向的不是一个实在的、既定的对象,而是指向
另一个欲望。冶 [1]5 在这段话中,科耶夫清楚地辨别了
人的欲望与动物的欲望的区别,并给出了他对欲望
的独特理解。 在他看来,欲望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既
存的物体,欲望指向的是另一个欲望,这也正是人的
欲望与动物的欲望的区别。 随后科耶夫对于人类欲
望做了更加深入的定义:“ 所有人类的人性的欲望,
即产生自我意识和人性现实的欲望,最终都是为了
获得‘ 承认爷 的欲望的一个功能。冶 [1]8 这里科耶夫对
欲望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提出欲望产生于
“ 自我意识和人性现实冶 , 这就要求突破个体 的 局
限,从更宏观的视角将欲望放在与社会、历史和文化
的宏观社会现实中来加以阐释。 但其中也存在着一
个没有完全解释清楚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人而非其
他动物能够欲望的是欲望本身。 科耶夫关于欲望的
最终对象的观点对拉康的欲望理论产生了直接而重
大的影响。 在后期,拉康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
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即人拥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
的工具———语言。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深受启
发,并提出了那令人震撼的论断:人的欲望就是他者
的欲望。
对于欲望 ( desire) ,拉康是在基于个体生理的
需要( need) 和高于生理需要的爱的要求( demand)
的关系中或者说通过另外两个词来界定其定义并对
其性质进行分析的。 需要属于生物本能,一旦个体
得到满足它就会消失。 当主体发出声音表达自己的
需要时,他同时也在发出某种要求,这里的声音正是
将生物学的需要转变为具有抽象意义的要求之媒
介,要求促使了他人———母亲的出现,要求的对象就
是母亲的爱。 事实上,母亲不仅满足婴儿的需要,而
且也通过自己注视的目光来表达爱。 或许母亲能够
满足孩子的诸多需求,但她无法为孩子提供绝对的
爱,不可能时刻满足孩子对爱的要求,此时当婴儿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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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时欲望就产生了,它是在两者
之间的夹缝中产生的,因此拉康说:“ 欲望既不是对
满足的渴望,也不是爱的要求,而是从后者减去前者
所得的差数,是它们的分裂的现象本身冶 [2] 。 欲望
不等同于要求,因为要求必须靠语言( 发出声音) 表
达出来,而欲望是要求他人绝对性的认可或承认,不
依赖于任何东西。
值得注意 的 是, 拉 康 理 论 中 的 “ 他 者冶 是 多 义
的,他用大小写 a 或 other 来表示。 “ 他者冶 的含义
取决于它所处的上下文。 在拉康那里,“ 他者冶 既包
含镜像阶段 ( 想象界) 作为小他者的他人 ( 小他者
a) ,又包含从个体的角度所体验到的象征界中关于
社会、语言和文化的秩序( 大他者 A) ,这里想象界、
象征界和真实界是个体成长的三个历史阶段。 最初
的小他者就是母亲,处于想象界中的孩子的欲望是
成为母亲( 他人) 全部欲望的客体,换句话说,成为
母亲( 他人) 的一切。 然而母亲的欲望客体是父亲,
为了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同时伴随着逐步踏入象
征界的步伐,孩童必须开始认同于父亲。 此时的父
亲不仅指生物意义上的实体父亲,也是整个社会文
化制度的体现。 因此个体欲望的产生最初依附于像
( 母亲的欲望对象) 。 但,像也是一个他者;随着个
体进入象征界,这个小他者逐渐变成代表大他者的
父亲和社会制度,一旦认同的过程发生,主体的欲望
自然就转变成他者的欲望,即个体的欲望就转变成
了他者的欲望。
“ 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即人所欲望的对象
同时也是他人所欲望的对象,这一观点还可以追溯
到黑格尔的思想。 黑格尔认为,一个自我意识的存
在必须依赖于另一自我意识的认可。 但在这一点上
拉康与黑格尔是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 黑格尔是直
接从欲望本身出发,认为人类欲望不同于动物欲望,
它朝向他人欲望,欲望着他人的欲望对象,所以黑格
尔说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 拉康是依据于精神
分析的实践经验,指出自我根本上是依赖于镜子旁
他人的目光在进行建构,因此人类欲望是一种必须
被他人承认或认可的欲望,也就是说,人希望通过其
欲望实现的价值成为他人欲望的原因所在,人的欲
望是希望得到他人欲望的承认或认可。 在承认或认
可这个问题上,拉康引入了象征或语言的概念。 需
要指出的是,在拉康的欲望理论里,人的欲望不是一
种天生的本能冲动,它必需依附于想象界中镜子里
他人的目光,而后到象征界中他者的语言,欲望才浮
现出来。 当拉康说人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时,作为
个体的自我原本就是一个被建构的“ 他人冶 。 欲望
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
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
形成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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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们倾向于这样的逻辑思路:欲望主体先
于欲望客体存在,但拉康刚好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先
有一个欲望客体,然后才能形成欲望的主体,前提是
主体要意识到决定欲望的他者的存在。 因此可以这
样理解这句话: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于动物的人
( 能够成为主体) 就是因为他试图实现他者的欲望
以使自己可以成为他者所欲望的对象,进而得到他
人的认同或承认,简而言之,要想获得他人的注视就
必须要拥有他人想要得到的东西。 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人不惜一切,这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
对金钱贪婪,追逐权力及在性中迷失等。 一旦爱上
某人,人们所有行为的目的就是让他或她看到自己,
同时让自己成为对方爱的投射对象,这也是文学作
品中经常出现的桥段。
对于“ 欲望冶 ,拉康还这样阐述,“ 其先,在语言
之前,欲望只存在于‘ 镜像时期爷 的想象关系的单一
层面上,被透射到他人之中,被让与或丧失( aliene)
在他人中冶 [3] ,这句话至少说明,个体从生命的开始
其欲望就已经具有“ 他性冶 。 而进入象征界后,“ 他
者冶 就不再是小写他者 other,而是大写的 Other。 借
助大写,拉康是想说明大他者的无限至上性,是一切
的中心,任何人都不可能占据这个中心,这正好与欲
望的不可满足性相对应,即要成为包含一切社会文
化、象征和语言等的中心的欲望是不可能满足的。
拉康认为主体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desir del爷 Au鄄
tre) ,即在对他者的欲望中主体的欲望才有了 “ 实
现冶 的形式。 如果说在弗洛伊德那里,“ 欲望冶 还充
斥着以性欲为无意识的核心的生命内驱力,那么在
拉康这里,“ 欲望冶 已经被“ 去中心化冶 ,只剩下一个
语言的结构性东西,成为“ 他者的欲望冶 指向,成为
“ 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无休止的潜在运动冶 。[4] 尽
管“ 主体最初借助于自身像及他人躯体作为媒介,
找出确认出了欲望冶 [5] , 但他并不知道自我的欲望
一开始就已经具有否定性了。 因此当他穷尽一生去
试图满足欲望,其结果也只能是越来越迷失在各种
各样的欲望替代物中,并以这些欲望替代物来间接
实现他者的欲望,同时获得他人认可的目光,这正是
理解“ 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的基础。

二、小说中的身份危机与自我建构
欲望不仅是哲学家们热衷的领域,同时也是作
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层面。 当人
们在运用拉康的欲望理论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并
反观小说中那些欲望着“ 他者冶 欲望的人物时,可以
为研究其身份危机问题与自我建构过程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

( 一) 身份危机是欲望主体的二次异化
运用拉康的欲望理论,可以更为深刻地反思小
说中人物身份危机的根本原因———具有“ 他者冶 性
的心理欲望。 看着那些正在经历由欲望所引发异化
困境的小说人物,如果说在想象界中的镜中之像和
镜旁他人的目光是引发其第一次异化的原因,那么
第二次异化则更多地是与社会的文化语言机制密切
相关。 拉康的“ 镜像阶段冶 理论指出,幼儿经过镜像
阶段开始接触了大量语言,并通过这些语言与现存
的社会文化体系相联系,从而使自己与这个“ 他者冶
( 包括他人以及语言、文化) 紧密结合,从一个自然
的、生物性的存在物转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性的存在
物,拉康称之为“ 说话主体冶 ;又由于他受着社会语
言和文化无意识的制约而处于分裂和异化的状态,
因此他又被称之为“ 异化主体冶 。 “ 不论是‘ 异化的
主体爷 或‘ 说话主体爷 ,拉康把他们统称为 ‘ 欲望主
体爷 。冶 [6] 事实上,由于外在象征秩序对这个“ 欲望主
体冶 强大的制约,这些小说人物只能永远处于没有
归宿的绝望旅途中。 他没有自我,只是作为社会语
言的奴隶而生存着。
另外在以“ 欲望冶 切入小说文本时,要注意拉康
的欲望对象并不等同于弗洛伊德理论背景下的本能
需求,而是在人际间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是由社会
这个大他者的文化及主流价值观等决定的。 换言
之,主体或个人的自我意识是虚假的,因为主体无论
是在想象界还是象征界都在无意识地受到社会的制
约,这也正是欲望主体二次异化的本质体现。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知道人类欲望的根本对象
是要获得他者的认可,而一个人是否可以获得他者
的认可不是由自我规定的,而是由作为大他者的社
会秩序所决定的。 从拉康关于欲望那句著名的论断
“ 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中可以看到,拉康将欲望引向
“ 他者冶 。 “ 他者冶 具有多重意义,既是想象界中的镜
中自我形象和镜旁他人的形象,又指象征界中以社
会语言环境和文化机制为核心的一系列象征秩序,
个体的欲望对象来源于“ 他者冶 对主体的制约和规
定。 “ 我们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 他人爷 那里
得到的,我们向往他人———例如父母———无意识地
为我们向往的东西;而欲望的产生只是因为我们被
卷入欲望的语言关系、性关系和社会关系———‘ 他
者爷 的领域———之中。冶 [7] 可以说人从一出生就已经
开始了异化的悲剧命运,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这个具
有象征符号力量的他者在个体出生前就已经存在,
因此拉康这样说道:“ 象征符号以一个如此周全的
网络包围了人的一生,在那些‘ 以骨肉爷 生育出他
的人来到这个世上 之 前,象 征 符 号 早 就 结 合 成 一
体了。冶 [ 8]
再次回到欲望主体本身。 这里的主体不再是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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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那个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
层心理层次进行的叠加,而经过拉康的转换,它将经
历由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构成的三个历史阶段。
主体不是弗洛伊德理论中那个能够用现实原则调和
本我和超我之间矛盾的自主主体,而只是一个无意
识地由镜像、他人形象或社会秩序决定的说话主体。
当个人欲望受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压抑之时,
个体不可能建构起主体意志。 主体只有认同并屈服
于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他者的欲望,
他才能成为一个“ 人冶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认同并
屈服,但如果不能,他就只能变成一个走不进社会的
“ 疯子冶 。 由此拉康得出结 论: 人 只 是 会 说 话 的 主
体。 人的本质在于:人只是会说话。 人无法真实的
活着,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物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只
能戴着一幅他人的面具,说着他人的语言,这正是人
类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也正是社会所造成个体异化
状态的表现。
从想象界的镜像,到象征界的能指链,继而到他
者与欲望的辩证法,拉康为人们勾勒出人从众人之
镜中倚赖 于 小 他 者 目 光 建 构 的 异 化 主 体, 到 追 逐
“ 无冶 和“ 他者欲望冶 的欲望主体建构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人类也陷入了不可避免的自我异化和分裂的
悲剧生存境遇之中。 这也是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总是不满足于现状,受其无止境欲望的驱使,总是梦
想得到更多更好东西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这种欲
望理论在以拉康为代表的后精神分析理论中占有重
要地位,对现代作家和后现代作家创作心理和人物
心理结构的分析产生了直接影响。
( 二) 人物自我建构的基础
通过上面对拉康欲望理论的阐释,笔者认为,这
一理论能够清晰地揭示个体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心
灵上的成长过程。 这是人物进行自我建构历程的开
始。 在随后替代性实现欲望的过程中,每走一步,每
做出一个选择,人物就会经受因这一选择所引发的
巨大的心理上的煎熬,继而一步步变得更加成熟起
来。 同时因为这一成长的方向是由外在特定的社会
环境所决定的,所以由此还能进一步挖掘影响人物
社会言行的深层原因。 当人们从这一理论反观小说
中的人物时,可以发现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在从想
象界中的镜像阶段发展到代表着社会的象征界时,
经历了由众人之镜中倚赖于他人( 小他者) 目光建
构到受到“ 他者冶 的欲望决定的双重异化过程。 可
以说,在镜像阶段,个体的成长经历和父母对其的影
响建构了他们最初的理想自我,这也成为个体成长
过程中的第一次异化。 在进入象征界后,他们又受
到一定社会秩序的制约,试图通过实现社会主流价
值观对个体的要求来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承认,这
便是拉康所言的“ 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冶 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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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陷入了不可避免的二次异化
的悲剧生存境遇之中。 因此,当人们回头再看这些
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他们的感情波澜和欲念冲动
都与“ 大他者冶 不可分割,即都有一定的社会根源。
而作家也试图通过细致描写人物心理及其对外在世
界的把握,来体现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因此他们作
品中出现更多的是人物个体的一种内心化的世界图
景,并充满对人类真实存在状态的思辨。
另外从拉康的欲望理论来看作家的创作过程,
可以说作家的作品不仅深刻反映了其身边作为“ 小
他者冶 的母亲、妻子、丈夫、子女等的目光建构和作
为“ 大他者冶 的社会制度、文化等如何左右着他的创
作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作家描写人物内心
世界发展和变化的方式及其刻画人物精神领域的矛
盾和冲突的手法。 换言之,作家对人物心理世界的
生动而细腻的刻画,对人物的塑造方式与他本人的
生活经历有着直接联系。 当然作家在以饱满的热情
去描述人类的个体心理,满怀激情地塑造其小说世
界时,这一创作活动也受到社会这一大环境的影响
即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综上所述,当人们运用拉康的欲望理论对文学
文本进行研究时要注意,小说作品中作家对人物的
各种欲望的描写分别传达了各自不同却又相互关联
的来自“ 他者冶 对“ 自我冶 的同化过程,无论这一同化
是来自在人物的成长经历中所出现的他人,又或是
当其进入社会后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
念,这正是人物所处的艰难的生存处境。 事实上文
学正是对人类这种生存境遇的真切展现。 另外,从
这个角度将拉康的欲望理论和小说文本联系起来,
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无论是作为创作者的作家本人
还是其在作品中所创作的人物,代表宏观的社会文
化制度的大他者是如何一步步直接决定他们的欲望
走向,也进而阐释小说世界里的欲望主题所具有的
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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