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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 赫索格》 突出体现了索尔·贝娄作品对人性的拷问和对自我的一贯探求。 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个疯
癫和理性的合体,他不断地与“ 非我冶 产生冲突,但又渴望融合入社会,最终重新认识并超越了自我,完成了自
我拯救的历程。 《 赫索格》 对知识分子及其所处的社会境遇的关注,折射出贝娄通过小说创作对人性拷问,表
明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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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for Humanity and Self in Herz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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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rzog typically reflects Bellow蒺s seeking for humanity and self in his literary career. Herzog, the protago鄄

nist, is a mixture of madness and reason, constantly conflicting with “ non鄄self冶 while longing for reconciliation with
others and the society. In the end, Herzog forms a new idea of self, transcends his ego and fulfills his self鄄redemp鄄

tion. The depi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his social situation reflects Bellow蒺s insistence on seeking for humanity by
writing novels and indicates his humanistic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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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索尔·贝娄是美国最优秀的犹太作家之一,因
其作品“ 对当代文化 富 于 人 性 的 理 解 和 精 妙 的 分
析冶 而于 1976 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评论家们认
为,贝娄的 作 品 探 讨 个 人 意 识 和 思 想 与 权 力 的 斗
争 [1] ,展示处于困境中的自我及人物对外界压力的
超越 [2] 。 贝娄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建构,对人类
生存境遇的描摹,反映出他对美国当代社会的批判
和对美好人性的信念。

一、对人性的拷问
对人性的拷问是贝娄作品突出的主题关照。 贝
娄认为,小说要“ 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
活着为什么等等问题冶 [3] 。 《 赫索格》 描写了一个犹
太学者生活上的失败和精神上的失落,再现了中产
阶级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苦闷、迷惘、追寻和探
索。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 20 世纪 60 年代,赫索格刚
刚经历了第二次婚姻的破裂。 第二任妻子玛德琳和
他的好朋友私通,把他赶出了家门,还禁止他探视爱

女。 沉重打击使敏感、善于自省的赫索格精神濒于
崩溃,思想变得混乱无序,每天忙于写信。 其过度的
自我意识、对人性的思考和混乱的思绪充分体现在
那五十多封涂鸦式的信件和自我反省中。 赫索格发
散式的内在意识,对往事的回忆、对现实的忧心和对
未来的预见,编织成一张细密的思想之网,将其牢牢
困住。
赫索格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崇尚理性和文明,有
高尚的人道主义理想,是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形象。
在自我反思、理解他人和社会现实的过程中,赫索格
认识到美国正在把每个人的生命都变成生意,高尚
情操和人道主义理想难敌拜金和实利主义的现实,
为了生存而苦苦地挣扎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在得
知被玛德琳和格斯贝奇欺骗后,赫索格并没有失去
理智,而是独自回到路德村自我反省。 当他发现身
边的亲戚、朋友和医生,甚至是律师,都帮着玛德琳
隐瞒真相时,他觉得应该用语言来澄清事实。 可由
于赫索格固守着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现实的残酷性
超出了他的理解力,面对镜子中自己的困惑、狂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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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无法理解现实生活的赫索格对自我本质产生
了质疑:“ 天哪! 这个生物是什么? 这个东西认为
自己是个人。 可究竟是什么? 这并不是人,但它渴
望做个人。 ……它并不是永恒的渴望。 不,完全会
死但有人性冶 [4]220 。 当赫索格旁听一起关于一位年
轻母亲长期虐待幼子,并将其摔打致死案的审理时,
这位母亲的残忍、其情夫和证人的冷漠把赫索格完
全震慑住了,于是赫索格下定决心,去芝加哥勇敢地
面对玛德琳和格斯贝奇,夺回女儿琼妮。 可当他在
夜色中看到格斯贝奇给琼妮洗澡的一幕时,他感到
格斯贝奇给予琼妮父亲般的慈爱,于是放弃了枪杀
玛德琳和格斯贝奇的打算。 在回家的路上,赫索格
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自由呼吸了,他为善战胜了恶、自
己放弃了杀妻夺女的计划而庆幸,凸显了赫索格一
贯坚持的人本善良和“ 爱邻如己冶 的伦理道德观。
二战后的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是整个西方世界
的时代特征,赫索格由于婚姻不幸而出现的思维混
乱、与他人和社会的疏离是当时社会悲剧的写照。
赫索格由对人本质的怀疑而产生精神危机到最终的
人性回归,凸显了中产阶段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迷惘
及其所处时代与社会的 “ 疯狂冶 和人道主义的危机,
揭示了作者对启蒙理性和宏大叙事的质疑。

二、分裂的自我
福柯认为,疯癫和理性不是截然对立与分裂的,
疯癫是理性的陪衬,形成一种共谋的关系,“ 理性—
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有的向度冶 [5] 。
赫索格这位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就是一个疯癫与理性的合体,其历史的在场也呈现
为一种疯狂的形式。
赫索格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大脑中充
塞着形形色色的思想、形而上学和价值观,却被乱如
麻团的事实包围着。 处在事业顶峰的赫索格因妻子
结交新欢弃他而去而变得失魂落魄,发狂地给天底
下的每个人写信。 其发散式的思维方式和随意的自
由联想,使其思考的问题从爱情、婚姻和生活逐步上
升到对道德、学术、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 赫索
格仿佛要通过思考向世人证明自己神智健全,但这
并不能掩饰其自我分裂。 玛德琳散布谣言说他的神
经已经失常,就连他本人也曾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
正常。 “ 这个遭受打击的人,试图弥合自己分裂的
状态、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
义,却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冶 [6] 贝娄
通过塑造赫索格这一形象对迂腐书生进行了无情地
嘲弄,内心独白( 信件中) 、自由联想和多层次结构
等多种形式的意识流手法的使用,让一个被禁锢在

· 93·

思想牢笼中的“ 疯子冶 的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全知叙事者的描述凸显出思绪凌乱、看似
疯狂实则理智的赫索格形象。 赫索格之所以疯疯癫
癫都是由于其很难控制自己的思想,把想象当成了
真实。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赫索格深信,理性是理解
和阐明人类生活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随着小说
叙事时间闪回到深春时分,赫索格受不了玛德琳散
布的谣言,准备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 尼采认为,
“ 负疚冶 的产生是由于人的自由本能无法向外宣泄,
只好转向自身,转向内部的结果。[7] 赫索格的负疚
始自于婚姻失败后的自我反省,由于他与他人和社
会的疏离,内心的情感和思想难以宣泄,就随时随地
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信件记录了他完全处在潜
意识之中的内心意识,充满着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
冲动。 虽不断地写信,渴望与他人交流,可未曾寄出
的信件却不能构成交流行为,交流对象缺席表明赫
索格内心世界的封闭,也使其无法理解他人与现实。
激愤和懊恼中的赫索格慢慢迷失自我,否定自我,呈
现出一种分裂的人格。 他虽然认识到自己借助涂鸦
式的笔记和写信的方式来逃避现实是多么荒谬,可
怪癖控制着他,让他身不由己。 “ 有个人附着在我
身上。 我处处受他操控。 一提到他,我感到他就在
我脑袋里敲打着要我守规矩。 总有一天他会把我毁
了。冶 [4]11 赫索格明白他努力地编织的思想之网只不
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桎酷,可又担心自己一旦不能再
借怪癖来逃避现实,不知如何去应付内心深处受创
的感情。 在物欲横流的丰裕社会中,赫索格对人性
本善的幻想和对现实的重塑,虽赋予其存在的某种
意义,却也使得赫索格的斗争即庄严又不乏滑稽的
成分。 贝娄通过展示赫索格的内心世界,不断地让
理性的赫索格和非理性的赫索格进行斗争,来展示
疯癫与理智共存的悖论状态。

三、矛盾的自我
赫索格是 20 世纪被各种人际关系所吞噬的知
识分子的代表,在其与自我和他人的冲突中,总是面
临应该认同自我还是认同他者的问题。 福柯认为,
权力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一些行动校正着另一些行
动的方式,人们生活在权力中,并通过权力被制造成
主体,权力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网络。[8] 几乎赫索格
周围所有的人,都想把其对现实的看法和观点灌输
给他。 他们认为,赫索格很单纯,其仁慈感情是幼稚
的表现。 其医生、律师都在帮着玛德琳谋划夺取赫
索格的金钱和孩子。 连他的哥哥威利,也认为他精
神有点问题,应该住院就医。 赫索格对菲比说:“ 我
们是在绵延之中认识的。 有的人注定要保持某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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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或许每一种关系不是乐事便是刑罚。冶 [4]260 这似
乎成为赫索格人际关系的注脚。
贝娄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总会背离自己的亲身父
亲,而去找寻精神之父。 在《 赫索格》 中,赫索格和
其父亲的关系是对立的。 老赫索格不满儿子不切实
际的追求,而赫索格又不愿意按父亲的要求去过传
统犹太人的生活。 在他的回忆中,他们父子总是会
吵架、和解、再吵架,不得已赫索格只能去别处寻找
精神之父。 但赫索格虽不和自己的儿女生活在一
起,却支付抚养费及前妻们的开支,对其子女充满了
父爱。 赫索格与其兄弟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虽不是
很亲近,但当他处于困境时,他的哥哥也会慷慨解囊。
赫索格在处理与女性的关系时很冲动草率,常
常被“ 自恋的自我冶 所支配。 他的第一任妻子戴西
长得漂亮但却乏味,在遇见玛德琳前,他和黛西一直
过着平凡但安定的生活。 和玛德琳结婚后,为了取
悦她,赫索格辞去教职隐居在路德村僻远破旧的乡
下古屋里。 和玛德琳离婚后才意识到他对黛西的不
公正。 此外,赫索格还与好几位情人交往,他往往不
经过深思熟虑,就采取了行动,甚至意识到自己无力
控制自己的冲动。 两次失败的婚姻使他对女性若即
若离,既亲近又逃避。 由于“ 自恋的自我冶 作祟,赫
索格从心理上依赖女性,通过不停地约会,从情人那
里获得慰藉,可“ 现实的自我冶 又使其不断地逃避再
婚可能会带来的责任,拒绝情人想与之终成眷属的
愿望。 蕾蒙娜是爱着赫索格也被赫索格所爱的女子
之一,赫索格承认她是他的亲密朋友、知心爱人。 可
是由于她才智过人,不断地给赫索格生活上的指导,
迫切希望成为赫索格的妻子,使得赫索格因不愿再
次被套上婚姻的枷锁而不断地退却。
可见,赫索格处于复杂的思想感情交织而成的
罗网,其希望摆脱对他人的依赖性而保持独立自由
的自我,可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他被牢牢地捆绑在
一个庞大 的 关 系 网 中, 在 不 断 地 抗 争 与 妥 协 中 被
“ 现实原则冶 所支配。

“ 本我冶 ,放弃了杀人计划。 赫索格意识到,人的灵
魂是个善恶兼具的两栖动物,生是死的对立面,自我
是他 者 的 对 立 面。 赫 索 格 在 其 灵 魂 经 历 了 一 番
“ 善冶 、“ 恶冶 之争之后,从小耳濡目染的犹太文化价
值使赫索格最终还是坚持了“ 善冶 的选择。
在小说结尾处,赫索格回到乡下, 放弃了玛德
琳和没完没了的思想及解释一切的冲动和为全人类
“ 立法冶 的想法后,几个月来的痛苦、纷扰和压力全
都消失得了无踪迹,赫索格归于平静,现实的平衡感
得以实现,他感到无比轻松和快乐。 正如弗洛伊德
理论所示的,生命就是体现为爱和建设力量的生本
能和体现为恨和破坏力量的死本能之间的斗争和妥
协。[9] 在理智的赫索格与疯狂的赫索格斗争的过程
中,赫索格通过受难,逐步成熟了起来。 他摆脱了束
缚获得了自由,实现了从混沌到有序、从依赖到独
立、从分裂到统一、从狂躁不安的写信到内心的平静
的过程。 赫索格的经历证明,斗争本身就是治疗精
神分裂的一种方法。 赫索格内心的善最终战胜受难
面具,超越了自我,实现了“ 超我冶 。 他放下了所有
的仇恨、欲望和过去,并因此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虽然赫索格一再声称自己是如何的自恋、痛苦、
尊严扫地,但他依然坚守着人类的道德底线。 赫索
格不断地回忆过去,试图找出其中的联系,重新评价
它们,并逐步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回忆和再现过去,
对赫索格而言,就是一种疗伤的方式。 赫索格激烈
的思想斗争在结尾处归于平静,说明他内心的创伤
已被抚平,赫索格超越了自我,现实了内心的平和,
为心灵找到了自己固守的地盘。 赫索格的形象塑造
揭示出作品对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境遇的关注,反射
出贝娄对人性拷问和自我身份的探寻,表明了其人
文关怀。 分析表明,贝娄试图告诉人们,在人最大的
迷惑中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

四、超验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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