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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short story “The Man That Was Used Up”, American classical writer Edgar Allan Poe presents
a popular figure General John A. B. C. Smith who, after having been dismembered in the Indian
War, not only reconstructs himself into an amazingly fine-looking man with the help of prosthetic
devices, but also gains political and socializing capitals with his war experience. As a cultural code
of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 his assembled body not only reveals the craze for technological products, but also reflects the way the white Americans viewed the frontier conflict. The huge
discrepancy between Smith’s sublime body and his mutilated flesh actually becomes a perfect case
with which Poe mocks the self-adulation and pompous arrogance of the political world and the fetishism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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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故事《被用光的人》中，外表俊美的名誉准将约翰·ABC·史密斯是个肉身
几乎“被用光的人”，但是他在社交圈中却广受欢迎。在战争中被肢解后，史密斯将军不仅用最时尚的
各种假体将自己组装成美男子，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交资本。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史密斯的身
体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既反映出主流社会对科技产品的追捧，又折射出美国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立
场。在坡的笔下，史密斯将军光鲜的外表和残缺不全的肉体形成了巨大反差，成了讽刺美国政坛自信自
傲和技术崇拜的绝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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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经典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故事《被用光的人》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涉及科技、政
治、种族等多个话题。故事的主角是名誉准将约翰·ABC·史密斯，一个外表俊美、气质优雅的上流人
士。在向周围人打听的过程中，故事的叙述者发现，一提到史密斯，人们马上就条件反射式地谴责印第
安人的凶残野蛮，然后感慨他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发明时代”，并且称赞将军有着“惊人的勇气”和
“不朽的名声”[1]。最诡异的是，每当叙述者提到将军这个“人”时，问话就会被打断。经历了几次相
同的场景之后，叙述者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决定当面向史密斯本人问个明白。在某一天的清早，
他走进了将军的卧室，意外地发现自己无比仰慕的美男子原来是个各种假体组装起来的半机械人，是这
个“奇妙的发明时代”里的一个科技产品集合体。
对于这个故事，詹姆斯·伯克利(James Berkley)、J.杰拉尔德·肯尼迪(J. Gerald Kennedy)、瓦妮莎·沃
恩(Vanessa Warne)及戴维.H.布莱克(David H. Blake)等西方学者从后人类拟态、边疆战争、文化消费等不
同角度予以了解读。本文将以史密斯将军的身体为主线，对故事进行解码式阅读，探讨坡本人对于科技
产品和政治环境的看法。

2. 重外轻内的假体崇拜
在社交圈里，史密斯将军风度翩翩，游刃有余。事实上，故事一开始，叙述者便被将军那出众的外
表给迷住了。在他眼中，仪表威风、气质高贵的将军简直就是当代美男子的范本，他身体的每一处都是
精品，都是世人羡慕的对象。史密斯的头发无比“飘逸”和“光泽”，能为一种“布鲁图斯式的发型带
来光荣”；他“乌黑发亮”的胡子“说那是太阳底下最美的胡子也不过分”；他那“无比伦比”的嘴巴
“有着你能相像得出的最整齐洁白的牙齿。每个恰当的时候，那两排牙齿之间都能发出出类拔萃的清晰、
悦耳而有力的声音”；他那“深褐色”“又大又亮”“天生出众”的眼睛“任何一只都能抵得上别人的
一双眼睛”；他的胸是叙述者眼中“最美的胸”：
“你一辈子也别想从它那出色的比例中找到任何瑕疵”；
这一有着“罕见的特质”的胸配上出色的双肩，“能让阿波罗的大理石像也自叹不如而脸红”；他有着
“完美的肩膀”，他的手臂“让人赞叹不已”；他的腿简直“好得不能再好”，“每位这方面的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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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承认那是一双好腿。腿上的肌肉既不太多，又不太少——既不粗壮，又不纤细。我相像不出还有比他
的股骨更优美的曲线，而腓骨后边的突出部分也柔和得恰到好处，造就了他那比例得当的小腿”[1]。从
头到脚，史密斯的身体被赞美了一遍。这些赞美之词让人感觉到叙述者对将军身体的羡慕和欣赏，或者
还有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对完美身体的渴求。
在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看来，身体反映了“一种文化事实”[2]。人们对于身体的种种呵护和关
注以及媒体极力宣扬的对身体的“自恋式投入”“根本不是为了深刻地了解它，而是，根据一种完全拜
物崇拜和耸人听闻的逻辑，为了使它向外延伸，变成更加光滑、更加完美、更具功能的物品”[2]。史密
斯将军组装后的身体几近完美，满足了特定的社交功能，赢得了叙述者羡慕的目光。对于那些几乎以假
乱真的科技产品，史密斯相当推崇，因为这些产品帮助他树立了自己的俊美形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没什么比得上机械发明，[……]我们是奇妙的人，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1]。在各种科技产品不断
推陈出新的工业生产时代，光鲜的外表成了吸人眼球的第一要素。自然而然地，重物甚于重人，重外甚
于重内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这种拜物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把商品的虚假外观，当做是其本身所
拥有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结果”[3]。在坡的这个故事中，史密斯将军的“虚假外观”被当成了其自身
“所拥有的价值”。他之所以能够吸引他人的目光，不是因为他本人有着出众的才华，有着内在的不可
剥离的特质，而是因为他那看似完美的外在身体。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与广告之间的关系时，杰哈利写到，“真实而完整的生产意义，被掩藏
在交换中空洞的表象之下。也只有在这种真实意义被系统地从商品中掏得干干净净的情况下，广告才能
‘乘虚而入’，以自己的符号意义来重新填补这个空间”[3]。把这个说法稍加拓展和延伸，我们便可以
看出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正是因为史密斯是个“被用光的人”，或者说是个身体几乎被“掏得干干净
净”的人，这些科技产品才得以集中在他身上，造就了他光鲜的外表；另一方面，将军本人没有什么“真
实而完整”的特质，所以这些有着符码意义的产品才能占据主导位置，构成他的主体形象，确保他在社
交圈中的地位。而这个社交圈显然认可并支持这种“填补”。
史密斯将军对这些假体相当满意。在故事的最后一部分，他本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了科技产品的代言
人，热情地为叙述者介绍他身上的各个部件：托马斯的软木腿最好；毕晓普的胳膊很值得推荐；论肩膀
得去找贝蒂特，做胸部得去找达克罗；头发要在榆树发屋买；好牙要到帕姆利那儿去配；装眼睛则必须
找威廉斯医生；还有上腭必须选择邦芬提的。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告诉叙述者，他的上腭被敲掉了，
舌头也被割掉了八分之七，但是戴上邦芬提的产品可以让他发出清晰美妙的声音。借用西方学者沃恩的
话来说，“他的言谈中有广告语的回音：堆砌形容词，报价，通过重复达到强调的目的，他就是那个时
代的推销员。”[4]。史密斯对假体的热情揭示出“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假体生产工业，一个以革新、专业
和竞争为特征的工业”[4]。史密斯将军一边介绍，一边热情推荐，还恳切地说，“如果你想要一条胳膊，
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得让我推荐毕晓普”[1]。故事中用的是“想要”(want)而不是“需要”(need)这个
词，这暗示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消费欲望。
史密斯将军对技术革新非常迷恋。在与叙述者的谈话中，他总是想方设法把话题引向新发明和新创
造。他的这种广告式推介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社会提供了参考路径。从将军的话语反推到他所在的
社会，我们可以获知，在当时的美国上层社会，人们对于这种代表科技发明水平的假体是接受的，是引
以为时尚的。在史密斯将军身上，科技产品所代表的“物”压过了真实的肉体的“人”。在“物”与“人”
的冲撞中，个体的主体性退至后台，甚至被抹除。

3. 被符码化的身体
史密斯的身体之所以能够光鲜照人，接近完美，是因为他在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中失去了大部分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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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被用光的人”，所以，科技产品才得以集中在他身上，造就了他的外表，使他成了一个生活在
“奇妙的发明时代”里的“奇妙的人”。因为他的战场经历，史密斯被称为“亡命之徒”，成了有“惊
人的勇气”和“不朽的名声”的“出色”[1]的英雄。对于他本人到底有什么非同一般的特质，他的军事
才能如何与众不同，从故事中很难看出来。就像那些构成他帅男形象的假体一样，他的被肢解经历成了
树立他英雄形象的基座，构成了他“亡命之徒”的形象，并且转化成了他在社交圈中立足的政治资本。
从某种角度来说，史密斯的故事满足了上流社会中那些名媛绅士对于边疆战争的想象。无论是在严
肃的布道声中，还是在悦耳的歌唱声中，亦或是在喧闹的舞会上，只要一提到史密斯将军，人们马上惊
呼，“一群残忍的坏蛋，那些基卡普人！——打起仗来像个英雄——惊人的勇气——不朽的声名”[1]。
在华丽的交际语言遮盖之下，种族冲突成了社交场的政治新闻，成了供人们交际的谈资。正如鲍德里亚
所言：“所有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信息，都是以既微不足道又无比神奇的相同形式，从不同的社会
新闻中获取的。它整个地被加以现实化，也就是说，用戏剧性的方式加以戏剧化——以及整个地加以非
现实化，通过交际的中项产生距离，而且缩减为符号”[2]。对于坐在客厅中闲谈的人们来说，流血的战
争发生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那里发生的事情不和他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关联。新闻媒体带给他们的只
是一个事件，一种强烈的寓意符号。这些符号经过编辑和加工之后，成了媒介层面的信息，以一种幻影
式的存在点缀和调剂着他们的生活。作为边疆战争的亲历者，史密斯将军的故事衬托出他们生活的宁静，
史密斯将军伟岸的身体支撑了他们对白人军队的信任。
当史密斯的身体成了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政治正确的浮标时，周围人如何看待、言说、转述
他的身体故事便负载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和社交喻意。在史密斯将军的圈子里，人人都说他有“惊人的勇
气”，“不朽的名声”，人人都认为他是不可战胜的大英雄，甚至连他本人都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之中。
但是这种外表的俊美遮掩不了史密斯已被肢解这一事实。组装出来的外表虽然光鲜伟岸，能轻易吸引崇
拜的目光，但是其外在和内里的巨大反差却“暴露出国家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一道裂缝，驳斥了像史
密斯将军那样鼓吹美国人是生活在‘奇妙的时代’中的‘奇妙的人’这样的高调言论”[5]。在故事中，
所有知情人在谈到将军时都是欲言又止，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法。这是因为，“作为支持和崇拜他的
大众文化的代表，将军是一个为进入公共领域付出代价的、其个体主体性被抽象化了的一个形象”[6]。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光明的形象，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伤是不能言说的禁忌。
史密斯将军是靠着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出名的。这其实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一种反映：“放在杰克逊
时代的美国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坡的这个故事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安德鲁·杰克逊的印第安人政策如何导
致了越来越明显的职业化军队的出现，作为一种机构，这种职业化军队利用军事冲突来制造民主英雄和
政客”[6]。史密斯的形象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时代特征，负载了一定的政治意义。积极肯定他的形象对于
圈内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基于共同的阐述符码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
用科技发明武装起来的史密斯将军实际上是戴了一个面具，其光鲜的外表“遮掩了边疆地区种族屠
杀的恐怖，盖住了埋藏在发展速度和工业技术光环下面的奴役问题”[7]。在故事的开头，“叙述者凝视
着将军的身体，把它视为美的化身，视为奇迹，不过，只有通过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这种暴力，这一凝视
才可能出现”[6]。正如那位一丝不挂上街游行的皇帝一样，史密斯将军的光鲜必得先以剥离为先决条件。
正是在和印第安人打仗，身体被用光之后，史密斯才得以用最时尚的装备将自己装扮得与众不同。

4. 由身体引发的思考
机械发明造就了史密斯光彩夺目的身体，笼罩在这一身体之上的神秘色彩更是激起了叙述者探求其
内涵的欲望。在侧面打听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情况下，叙述者选择了当面询问。在史密斯的卧室，叙述
者发现那个躺在地板上“模样非常古怪的大包裹似的东西”[1]竟然就是史密斯将军本人。在他诧异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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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中，身体残缺的史密斯一件件套上他的假体，完成了从“怪物”到美男的转变。面对目瞪口呆的叙述
者，史密斯将军毫无尴尬之色。他一边在黑奴庞培的帮助下拾掇自己的身体，一边夸耀身体的各个配件。
至此，叙述者才知道将军原来是个“被用光了的人”。面对史密斯的热情推介，叙述者无言以答，他“以
最礼貌的方式感谢了他的好意，便立刻离开了”[1]。故事到这里“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讽刺性高潮：一
直以来，让他着迷的不是英雄本人，而是他那些制作精美的替代假体”[6]。
从公共空间里的光鲜照人到私人卧室里的蜷作一团，这其中的变化不可谓不令人诧异。褪去了包装
后的将军竟然如此的不堪。从模样古怪的肉团到威武高大的将军，各种假体在他的自我型塑过程中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难怪那些衣着光鲜的时尚人士一提到史密斯将军，就异口同声地感慨：“这是个奇妙
的发明时代！”这个奇妙的发明时代真是无所不能，各种科技产品“把个体变成了花里胡哨的给人表面
印象的视觉之物，没有了内在的人性和激情”[7]。讽刺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花里胡哨”的“视觉之物”，
人们却奉为上宾，视为社交界的宠儿，看成是科技发明的活广告和代言人。
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史密斯将军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混合物，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集合体，一个
物质–信息实体，其边界处于不断的构建和重建之中”[8]。在他的身上，肉身与假体的结合如此紧密，
涉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难以对史密斯本人的类属做出有意义的判断。组装出来的将军模糊了人与机器
之间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科技产品的集成威胁了人的主体性，挑战了人的理性智慧。在小
说的结尾处，叙述者转身逃走，显示出对这种人机结合的极致品的恐惧，对科技这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感
到的焦虑。而这样的结尾从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坡本人的态度。
在坡的时代，人们对以机械发明为标志的科学发展非常着迷，对各种科技发明和成就感到兴奋，“美
国的杂志和报纸上全是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各种奇迹的不可思议的报道”[9]。铁路、桥梁、电力领域的各
种进展令人们对科技威力大为展望。对于不断增强的科技力量对个体主体性可能产生的影响，坡在作品
中表示出隐隐的忧虑。他的好几个故事都以机器为主题，“探讨了启蒙运动荫庇下的那个时代里人类进
步和机械化之间无法平衡导致的焦虑”[9]。当时，社会上就自我认知问题出现了不同的两种声音：一种
是“渐露头角的人文个人主义”，涉及“独立的、自主的个体”这些概念；另一种是“那些超乎凡人之
上的‘力量’”，包括政治、经济或宗教力量。这种“力量”，在人们看来，“既大于个体同时又是确
定个体身份的主要来源”[10]。史密斯将军所处的社交圈对科技力量的认可显然超过了对“独立的、自主
的个体”的认可。而故事中的叙述者站在了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他更感兴趣的是史密斯将军这个鲜活的
个体。不同于史密斯社交圈中的权贵人士，他不满足于周围人的叙述，对史密斯将军的真实面目进行了
不懈的追踪。这是一个与“看似有着无限可能、无法解释的能力的科技组装品的交锋，在这一交锋中，
一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崇高物体被人执着地探究着，最终真相被戳穿”[11]。

5. 结语
按照斯图尔特·霍尔的解释，符码能够“在我们的概念和语言间建立起可转换性，这一可转换性能
把意义由说者传送到听者并使之得以在一种文化内有效地传播。这一可转换性并不是自然赋予的或神确
定的，它是一套社会惯例的产物。它是社会地确定的，在文化中确定的”[12]。当史密斯将军的故事在社
交圈里传播时，社交名媛 T 小姐、鉴赏家亚拉芭拉小姐、寡妇奥特朗普夫人、优雅的皮鲁埃特夫人、以
及特殊朋友西奥多·斯尼威特先生等人已经按照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惯例固定了阐述方式，确立了自己与
主导解释性机制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印第安人的蔑视、对发明时代的欢呼、对史密斯将军的赞美构成了
当时的主流话语。
与此不同的是，故事中的叙述者没有人云亦云地赞叹将军有着“惊人的勇气”和“不朽的名声”，
也没有附和着谴责印第安人的野蛮或者感慨这是“一个奇妙的发明时代”。他对史密斯身体秘密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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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探寻足以说明他作为“思维生物”的独立性。作为小说作者坡的代言人，他对科技和政治的思考凸显
了在科技大潮中“保持清醒的沉思”[13]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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