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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me of Kazuo Ishiguro’s work is “memory”. In Ishiguro’s Nobel Prize-winning novel The Buried Giant, he depicts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the Britons and Saxons in the state of memory
loss with the clue of the existence and death of the she-dragon. He deepen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with an open ending. By exploring the clue of “mist” emanating from she-drago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theme of “memory” in Ishiguro’s work and his in-depth reflection on human society
through the literary work: Should traumatic memory be preserved or forgotten? When the traumatic memories are uncovered, what should people do? The text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raumatic memory should not be erased because of pain, and the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history
should be to face the pain, remember the historical memory, learn lessons and avoid causing new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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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黑一雄的作品主题以“记忆”见长。在石黑一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被掩埋的巨人》这本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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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以母龙的存在和死亡为线索，真实地刻画了不列颠人和萨克逊人在记忆丧失状态下的和平相处，
却又以开放式结尾深化了作品主题。本文通过探析母龙散发的“迷雾”这一线索，解读石黑一雄作品中
的“记忆”主题以及石黑一雄通过文学作品阐发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入思考：创伤记忆应当保留还是被
遗忘？留存的创伤记忆又该何去何从？文本得出以下结论：创伤记忆不应因伤痛而被抹去，对待历史的
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伤痛，铭记历史记忆，吸取教训，避免造成新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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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石黑一雄是一位日裔英国小说家，自他开始写作以来，就倍受关注。他凭借《长日将尽》获得当代
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2017 年，又凭借《被掩埋的巨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为数
不多的手握两项权威大奖的作家。石黑一雄以其优秀的创作才华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文文坛移民
三雄”。《被掩埋的巨人》延续了石黑一雄作品的“记忆”主题，不过在这本小说中，他将记忆的重点
放在了对遗忘的书写。通过巧妙地安排母龙这一角色，叙述了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失忆的前因后果，探
讨了创伤记忆是否应该被遗忘，而当创伤记忆浮现时，又该如何对待。小说体现了石黑一雄试图通过文
学传递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深思。本文拟通过母龙散发的“迷雾”这一线索，通过三个递进的层次
解读《被掩埋的巨人》的“记忆”主题：首先从创伤角度探讨遗忘的原因；其次运用伯格森的绵延理论，
说明遗忘的记忆依然能够重现；最后探讨了国家、民族应该如何对待创伤性记忆，揭示石黑一雄通过这
部作品阐发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入思考。

2. 令人丧失记忆的“迷雾”
石黑一雄在《被掩埋的巨人》这部小说中，将时间设置在了公元六世纪，讲述了不列颠人和撒克逊
人之间的情仇往事。小说伊始，描绘了两族人民和谐生活的美好画面，大家一起住在内部连通的“大巢
穴”中，主人公埃克索(Axl)和妻子比特丽思(Beatrice)也同样生活在这里，但他们却“住在村子的边缘”
([1], p. 6)。离奇的是人们极易遗忘，
“在这个人群中，人们很少谈及过去……哪怕是刚刚过去的事情”([1],
p. 7)。埃克索和妻子依稀记得曾经有个儿子住在别的村庄，凭借模糊的记忆片段，两人开启了寻找儿子
的艰辛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夫妻俩逐渐发现被迷雾吞噬的记忆，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
两族人民在几十年前曾爆发战争，埃克索提出双方作战不要伤及老弱妇孺，也因此被称为“和平骑士”，
双方战士才能够毫无顾忌的在前方作战。然而，不列颠的亚瑟王违背诺言，屠杀了撒克逊族的所有老弱
妇孺。在战争胜利后，为了统治撒克逊族人，便利用母龙散发迷雾，吞噬两族人民的记忆。武士维斯坦
(Wistan)奉撒克逊族国王的命令，前去屠杀母龙，以唤回人们的记忆，高文(Gawain)武士声称屠杀母龙应
该交给他完成，他是亚瑟王在时就被指派的骑士，然而事实却是高文骑士一直在保护母龙，保护亚瑟王
留下的“和平遗产”。
小说中的“迷雾”是贯穿全文的线索，主人公夫妻踏上寻子征途、高文骑士保护母龙、高文骑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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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龙皆是由此而起。石黑一雄安排母龙的角色，给整部小说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增加了小说的趣
味性，而与小说主题“记忆”直接相关的却还是母龙散发的“迷雾”——众人失忆的因。但“迷雾”只
是众人失忆的表面原因，拨开“迷雾”，看到的是撒克逊人曾经受过的沉痛创伤，这才是失忆的根本原
因。对于每一个遭受了大屠杀的撒克逊族人个体而言，突然的失去亲人，心理上都遭受了巨大创伤。从
心理学角度而言，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在遭受严重创伤后的一种特定病情，受创者“情绪反应迟钝表现出
单调的自觉感情避免各种活动、丧失创伤事件的记忆以及缺乏动机或者参与活动的兴趣”([2], p. 387)。
遭受创伤后，个体无法承受而选择将记忆压抑于深处，是“内并”的过程，体现了人们意欲脱离痛苦现
实的心理倾向。《被掩埋的巨人》小说中每个经历大屠杀的撒克逊族人，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而对于
没有亲身遭受大屠杀，而仅是旁观者的人而言，创伤同样存在，“创伤事件涉及对自我的直接威胁，但
是人们在目睹了对别人的伤害或者威胁伤害后也会感觉受到创伤”([2], p. 385)。所以，对于不列颠民族
和未遭受屠杀的撒克逊人而言，亲眼目睹这样的事件、甚至只是处于同时代而获知如此残忍的暴行，在
心理上也遭受了严重创伤。无论对亲历者还是见证者而言，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都对他们造成严重创伤，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害者因为创伤事件过于突然或是猛烈，一时无法承受巨大打击而出现创伤后遗忘
或创伤记忆”[3]。
在小说的人物刻画中也贯穿着 “记忆”主题。主人公埃克索对找回记忆一直持有抵触心态，而他遗
忘的真正原因并非“迷雾”，而是因为年轻时夫妻二人都曾伤害过对方。埃克索对妻子的冷落导致比特
丽丝对他的背叛，遭受创伤的夫妻二人遗忘了曾经的痛苦与甜蜜，“可是，埃克索啊，……我们不记得
我们之间的激烈争吵，还有我们珍惜的那些快乐时光”([1], p. 44)。二人的行为也伤害了他们幼小的儿子，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永远地失去儿子。丧子之痛导致夫妻对于儿子的记忆也模糊不清，“我想不
起儿子来，不记得他的脸或者声音”([1], p. 24)。
“迷雾”是外在表象，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失忆的真正原因在于心理上遭受的巨大创伤，衍生出对
现实的否认心理，试图通过遗忘弥合伤痛。正如郑佰青所言“与其将人们的失忆归咎于母龙喷出的迷雾，
不如将其视为具有自我防御性质的创伤后遗忘”[3]。

3. 无法掩盖的记忆片段
《被掩埋的巨人》中，人们都遭受创伤，进而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遗忘。换言之，小说中的
人物都有着一份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是“指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4], p. 412)“这种创伤
记忆与普通记忆不同，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回忆”[3]，这也是小说中人物失忆的根本性原因。但通观小说，
不难发现，石黑一雄多次描绘了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夫妻的碎片记忆，对于原本遗忘的记忆，在脑
海中不断闪现零碎的情节，“创伤性经验的印记和体验无法如同叙事性记忆那样组织得前后一致、合乎
逻辑，而是以碎片化的感知和情绪痕迹体现”[3]。在二人伤害了幼小的儿子而导致失去儿子后，仅能够
模糊记得儿子“一张坚毅、英俊的脸”，但是对于儿子“眼睛的颜色啦，脸型啦，现在都没印象了”([1],
p. 29)。前文提到，创伤应激障碍受害者会对创伤而失忆，但是为何《被掩埋的巨人》小说中的人物失忆
后，却能够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曾经的记忆片段？柏格森认为，“记忆并不是一种将回忆放进抽屉或者为
其登记注册的技能……事实上，过去会自动的将自身留存起来”([5], p. 5)。过去经历的事情只会留存在
过去的环境中，记忆随之产生，也存在于过去的环境中。过去就这样存在着。在意识中将过去与现在未
来不可分割地连结起来，形成人意识的绵延不绝，也就是伯格森所说的“绵延”。绵延理论从时间的角
度探析了记忆的构成，即记忆并不储存于大脑中，而存在于外部世界，人通过感知外部世界，记忆被召
唤出来。
伯格森的“绵延”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被掩埋的巨人》小说中人物不断出现记忆片段的现象。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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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对过去的记忆所剩无几，但当他与比特丽丝在废弃的宅子中避雨，听高个子男人说道宅子曾经无比气
派，之所以落到这幅光景，是因为“这个房子经历过战争岁月，差不多的宅子，很多都烧掉了”([1], p. 40)，
仅仅因为高个子男人几句对过去的描述，便触发了埃克索的记忆：“这人提到战争和烧毁的房子，好像
我也想起了什么事情”([1], p. 41)。埃克索曾经是一名武士，更是亲历了大屠杀的一名前线战士，曾经的
战争和焚屋场景都留在过去。那一刻，埃克索的记忆也留存于过去，而当埃克索再次感知到“战争与烧
毁的房子”的环境，曾经的记忆就会作为当下有益的经验而再次浮现，就如伯格森所说：“过去或许每
时每刻都跟随者我们，……它们躺在当前的上方，挤压着一时的大门，而意识却无法将它们挡在门外。……
大脑……将几乎全部的过去都拉回到无意识当中，只让一种过去通过一时的门槛……就是只有那些有用
的记忆”([5], p. 5)。“这个男人这样扎头发，是为了避免战斗时头发挡住视野。埃克索自然而然想到了
这一点，但随后会想起来，他吃了一惊，因为这个念头里有似曾相识的成分”([1], p. 52)，男人扎头发的
行为触发了埃克索曾经扎头发使的记忆，而埃克索曾经的武士记忆又能够帮助他理解当下看到的“这个
男人”的行为，因此，记忆顺利触发。
但是，作为创伤的受害者，即创伤后应激障碍受害者，其“创伤性经验的印记和体验无法如同叙事
性记忆那样组织得前后一致、合乎逻辑，而是以碎片化的感知和情绪痕迹体现”([6], p. 170)，因此，即
便重回“过去”某刻的意识状态，亦无法提取出，或者说忆起真实准确的记忆。埃克索对于不同环境下
回忆起的内容，仅仅是记忆片段，甚至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并非完整的记忆，“创伤记忆必定是一
种情绪或情感记忆”([7], p. 92)。“迷雾”似乎吞噬了人们的记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造成人们遗忘的
根源是遭受的创伤；创伤导致了人们失忆，但“重临其境”却能够渐渐唤醒了被压抑的情感。若有一天，
“迷雾”散后，“巨人”苏醒，遗忘就不再是脱离痛苦的一剂良药。

4. “迷雾”散后，何去何从？
随着埃克索与比特丽丝夫妻二人的寻子之旅，小说情节也在慢慢展开，历史的真相也在逐渐浮现。
原来现在比邻而居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曾经在几十年前爆发战争，亚瑟王为了统治两族人民，利用母
龙吐出的“迷雾”令两族人民丧失记忆。遗忘对于创伤的治愈有重要作用，赵静荣认为“记忆创伤或治
愈创伤恰恰需要忘记创伤来实现”([7], p. 94)，高文武士正是这种想法，企图利用在母龙所剩无几的生命
时光“让旧伤口永远愈合，让永久的和平降临……让这个国家在遗忘中平复”。从个体创伤治愈的角度
而言，“遗忘”是可行的途径。小说主人公埃克索与比特丽丝通过“遗忘”曾经对彼此的伤害，重建了
二人的夫妻关系，过去因背叛而受的创伤在遗忘中复原。正如埃克索所言，“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
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也许有了这迷雾，旧伤才得以愈合”([1], p. 327)。
但是“当创伤记忆仅仅作为一种个体记忆行为而被身体和语言所表述时，它所揭示的创伤体验就依
然属于个体，……创伤在个体性的创伤表征中缺乏被集体反思或社会反思的可能性，创伤于此就等于苦
难、灾难、失败、毁灭，它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过去，它还没有深化为个族群、国家或民族的共同的历
史,也还没能成为全世界人类绕不过去的历史”([7], p. 203)。也就是说，如果仅将小说中的创伤从个体角
度分析，那么这些创伤便无足轻重，只能作为小说人物人生历程中一次巨大灾难。然而，《被掩埋的巨
人》中除个体创伤记忆外，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集体创伤记忆的探讨，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比
起对于小说中母龙的设置，想到下面的概念花了更久的时间：“人们由于某种奇妙的原因而无法记住过
去并因此而苦恼。在这种情况下，是该找到让自己失忆的根源并消灭它，还是维持现状不要回想过去更
好”[8]。
小说中，当维斯坦武士与高文武士都声称自己是屠龙的人选时，他们却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高文武士名义上屠龙，实则在保护母龙，保护“迷雾”，他认为自己的这般行为“也许是个阴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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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没有这条母龙的气息，和平会来吗？”([1], p. 293)高文意在说明如今的和平都有赖于母龙的“迷
雾”，为了和平也不该将母龙杀死，“是呀，我们屠杀了很多人……但我们让这片土地免于战争”([1], p.
293)。面对高文的这番话，维斯坦武士给出的回应是“希望过错被人遗忘，犯错者逍遥法外，这是什么
样的神呢，先生”([1], p. 294)。试图通过遗忘达到两个民族的和解，完全忽视撒克逊族遭受的创伤，在
这样的民族间关系上，撒克逊族无疑是处于被压制地位，物极必反，就像“二战后那种看似谋求和平……
事实上，那并非是真正的和平。只不过是在铁托政权下，这种仇恨受到压抑而已。所以，随着南斯拉夫
解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仇恨和复仇的意志其实一直存在，之前只不过是被隐藏了而已”[8]。小说以
维斯坦成功杀死母龙结尾，表现了石黑一雄对创伤记忆的态度——创伤记忆不应被遗忘。然而，在母龙
被杀死，迷雾消散后，小说却戛然而止，并没有诉说两族人在恢复记忆后又是如何面对现实的。但笔者
认为，这样的结尾正传达了石黑一雄对于如何对待创伤记忆的看法。维斯坦武士杀死了母龙，并嘱咐埃
克索夫妻“那就去找你们儿子的村庄吧，但是最多逗留一两天，在我们的军队到来之前，谁知道村子里
什么时候会烧起战火呢？尽可能往西边跑。你们还有可能跑在屠杀前头”([1], p. 307)。维斯坦代表的便
是复仇派，停止书写表现了石黑一雄对于维斯坦处理两族关系的不赞同。不断复仇不是保存创伤记忆的
目的，它只会令国家和民族，乃至国际社会陷入无限循环的创伤之中。铭记创伤，为的是不再重蹈覆辙，
今后能够正确处理国家、民族间关系，避免如此行为。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
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
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9], p. 1)。

5. 结语
《被掩埋的巨人》这部小说中，从“记忆”的视角阐发了石黑一雄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本文以“创
伤”、“记忆”、“遗忘”三个关键词连结，探析了小说传达的社会意义。看似是“迷雾”造成了人们
的失忆，实则每个人所遭受的创伤才是引发失忆的根源。创伤引发人们难以接受巨大打击，进而以失忆
的形式逃避创伤。对于被遗忘的创伤性记忆，也并非永不复现，通过伯格森的绵延理论说明，记忆被保
存在“曾经”。当处于与“曾经”相似的感受时，记忆也会随之出现，由此也说明遗忘并非治愈创伤的
最佳良方，特别是对于上升为国家、民族的集体性创伤时，通过遗忘创伤记忆而保持虚假的“和平”，
这种“和平”绝不会持久。一旦创伤记忆再现，往往引发冲突，甚至战争，如曾经爆发战争的南斯拉夫。
对《被掩埋的巨人》“记忆”主题进行的研究，于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京大屠杀是每个中
国人的创伤，但随着时间推移，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渐渐离世，那段历史也逐渐模糊，被慢慢淡忘。日本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一直持有回避的态度，甚至改写历史教科书。随着中国国力发展，中日在越来越
多的领域紧密关联，看似已经从大屠杀创伤中走出的中国人就应该忘了那段过去，以确保当下的和平相
处吗？《被掩埋的巨人》这部小说就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创伤记忆应当被铭记，但对于施加创伤的国
家、民族“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的做法大不可取，而应该铭记教训，放眼未来，建立正义的新社
会关系。另外，面对曾经的创伤记忆，不仅受创伤的国家、民族应当铭记，国际社会也应当铭记，吸取
教训，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不再制造创伤，建立正义的新国际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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