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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死亡为论证主线，追踪默多克构建的本真、至善和超越的生存哲学理念。死亡在剔除主体的生命物质性焦虑和被

强加的所指意义之后，释放了原本狭小的“无我”意识，行为主体进而可以直接体悟到生命存在的历史性本身以及虚灵之真
际生命的生存论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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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2 月 8 日，被认为“继乔治·艾略特之

能认识到美德的全面涵义……谦卑的人确切地感

后最有智慧的”英国女作家艾丽斯·默多克（Iris

受到了忍受痛苦与接受死亡之间的距离。或许他

Murdoch）因罹患家族遗传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丢

不能被标榜为善人，但他却是所有人中最有可能

失全部神经元、智能严重耗尽而停止思考。惊悉

成为善人的那位。
”［2］103-104 可见，默多克关于善和

讣闻，曾盛誉默多克的“显赫地位在当代英国小说

美德的阐述中也暗含着对死亡或死亡价值的肯定。

［1］7

的文学批评家哈罗

死亡是哲学领域中的最高命题，蕴含着巨大的情感

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不禁叹言，
“默多克的

能量，无数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们都在思考死亡，为

逝世意味着英国再也没有世界一流的作家了。”疾

生命存在的意义而孜孜求索。

家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媲美”

病伙同死亡，一起终结了默多克广泛的创作思路

死亡是生命形式的流转，它又现实地隐匿在我

和深邃的理念设计，但在她身后却留下了卷帙繁

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意大利女郎》中，已经去世的

浩的小说文本和哲学著作，这些作品中饱含着她

母亲莉迪亚是小说中的一个预设人物（“预设”原

关于历史发展与当代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性本质

为逻辑语义学术语，指说话人在讲出某段话语时所

关系的深思冥想。文章仅以作为生存参照面的死

做的假设），她却能够继续施加影响于活着的每一

亡为论证主线，透过默多克小说文本中人物的生

个人。只有对死亡、濒死体验与痛苦感受有深刻体

生死死，探析她笔下各种不同类型的死亡表象所

验的人，才能够发现死亡及其价值所在。战争中

暗含的本真、至善和超验的生存论美学思想。

的大肆杀戮和上帝的缺位让默多克见证了太多的

1

走向本真的生存
国内外许多默多克研究专家和学者都认为，

“善”是默多克哲学体系的核心成分。
“善”的施行

死亡案例与死亡象征，敏锐的意识让她明鉴死亡的
实质。死亡过程中，个体灵魂在这一神秘时刻会发
生质的变化，一切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在遭遇死亡
时，都有可能得以改写或进行历史的重构。
“死亡

可以帮助主体获得自由，可以让人体验艺术之美，

意味着人生体验中的天堂，它的发生能够创造一种

个体也能够由此借助爱的启示突破自我的樊篱而

激动人心的美感，使主体获得生命中从未所有的巅

关注他人。然而，对“善”的领会不应局限于道德

峰体验 ；同时，它也可以是人生体验中的地狱，伴

符码。笔者认为，默多克关于“善”的思想中还蕴

随着轻薄和平庸，给人留下生活的幻灭感。”［3］155

藏着对死亡和生存本体论的哲学沉思。
《至善的主

在默多克的小说中，读者可以发现，她尤为推崇第

权》中，她有这样的一段言论 ：
“善与（主体）对真

一种死亡感受，或者说，她笔下大多数主人公的生

正意义上的死亡、偶然和反常的接受密切相连，只

活状态和内心情志也都为后者向前者的逐渐过渡。

有在接受了心理难以承受的一切之后，我们才有可

《黑王子》一文中多次荡漾着死亡气息，布拉德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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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初对死亡的不悦排斥演变为文末对之欣然接

斯的想象偏知而存在。由此，读者可知，他的生命

受。正如谢丽尔·博韦所言，
“几乎默多克笔下所

热度和慷慨气量是后者所不具备的，相反，却成为

有拥有濒死体验的人物都获得了某种真实，即使在

其感知事物与他人的步障自蔽。因此，詹姆斯的死

他们的精神状态已不能延续敏锐的意识洞察力，又

可以视为查尔斯狭隘的自我之死、灵魂部分之死。

或者他们无力改变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一点情形之

从小说的结构布局来考量，也可以说他的死亡是必

［4］26

至于这种“真实”在小说的后续章节中

要的，是查尔斯认知方式的洗礼，同时也是查尔斯

或者人物的未来生活中是否得到了实际的表达与

摆脱思想浊秽后打开自我枷锁的有效表征，可以被

体验且另当别论。

视为查尔斯的灵魂新生，更是维系生命存在与理性

时。”

死亡和生存是生命的不同形态，都是真实的，

思考的重要支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詹姆斯之死是

两者甚至可以实现内在转换。一般来讲，任何意

善意的书写与表达。死亡之中释放出超出言语范畴

义上对死亡的探讨都是不充分的。因为死亡从外

的全部语义，不是消解，而是主动生成与建构新的

在表现形式上消解了个体生命，死亡的全部体验

含义，是文本中的此在执着追求超越的生存活动。

无法被准确录写。但是海德格尔对此不以为然，

另一方面来说，詹姆斯作为鲜活的个体，其本身也

他认为死亡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具有生存论

非完美。他虽乐善好施、从善如流，但盲目迷恋佛

的意义，也相信他人之死于此在存在者的可贯通

教，存有一些自我鼓吹与自我膨胀的宗教理念。他

性（“此 在”，英 文 为dasein，da（此 时 此 地）和sein

的死亡犹如佛教之语“圆寂”
、
“涅槃”
，由死而生，超

（存在、是），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批判

越三界之外。在此，死亡并不仅仅是生命的终结，

本体和追问存在的本质时提出的哲学概念）。日常
经验主体通过“非我”之死可以获得部分的、不完
全的甚至是重要的死亡感悟或精神超越。同样，

更多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转换和生命意志的移植。
《独角兽》中，艾菲汉在陷身沼泽、几近丧命之

作为哲理小说家，默多克对于海德格尔谈论的这

时，意识到“死亡是惟一重要的事实，或许是惟一存
（
“非他”
）
在的事实”［5］175。冥冥中感受到“自我”

个古老哲学母题也异常着迷，她的小说作品中出

悄然隐退，成了虚无缥缈之物，而遗留下的非自我

现了大量的死亡描摹和死亡想象场景，其中既有

之物或“无我”意识开始溢满整个存在，并透射出一

小说结构层面的隐含作者对于死亡体验的直接渲

种他从未见过的又暖彻心扉的光芒——爱，这原是

染，也不乏由内视角的人物代为书写的死亡笔录。

他在盖兹城堡停留的日子里力图证实的存在。这种

默多克通过他们无限次地接近死亡、参与死亡、感

光恰似柏拉图的洞喻学说中囚徒背后的火光，也是

受死亡以及表现死亡，赋予死亡以最崇高的哲学

引导他们走出洞穴后见证的太阳之光。不过，作为

价值和更为深远的美学意义，最大程度地实现了

一个反柏拉图主义者，艾菲汉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明

对生命意识和死亡本体论的形而上表述。

晰那闪烁的一现之光的全部涵义。他在邂逅死亡的

2

臻于至善的存在

那一刻，只是恍惚间领悟到汉娜不过是一个虚晃的
神话而已，是他之于“爱”的一个美丽替身，她的存

在默多克一系列的小说中，除了一般的消解

在无异于他滑落的“自我”意识。而在获救以后，艾

意义之外，死亡更多地呈现出大写的、多义的和复

菲汉先前的“自我”原路返回，重新占满他的存在之

杂的特征 ；同时它又是凄美委婉的，具有高度的灵

躯，又部分地模糊了他于死亡意境中捕获的“无我”

动感与开放性。
《大海，啊大海》中，默多克用寥寥

意识。这次濒死经历给他带来的也不过是“一段伪

数笔将詹姆斯之死一带而过，对于死亡感受没有浓

宗教性的短暂启示，使他对现实的本质有了透彻的

墨重染，读者可从遗书、遗产安排和含糊的死因中

了解”［6］96。实际上，这种启示并不全面，也缺乏深

寻得一二。对查尔斯而言，堂弟詹姆斯之死是神秘

度，更没有达到透彻了解现实的程度。
“真理只能为

的，这种神秘感不仅源于作者刻意略去文字而营造

当下情境中具体的个人存在”［7］43，脱离绝境后，艾

的美学效果，而且也规避了肉体于死亡时遭受的痛

菲汉偏离了那个“当下情境”
，自然也无法对临界死

楚与不安，但却意外地洞开查尔斯一生的认知偏误

亡时的体验进行准确编码，更不用说，深入思考其

和虚幻的“非他”臆想。文本中詹姆斯的全部活动

真实性。实际上，他对汉娜的遐想与他对母爱的渴

都是透过查尔斯这枚滤镜展现的，他始终作为查尔

望交织在一起，这两者无不渗透着“非他”意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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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文化印痕，否定汉娜神性一样的存在缘于他对
她的阐释与规训失败。然而，不可否认地，贯穿濒
死体验和死亡联想之中的是生命形式转换过程中产
生的零度思考，恰恰是这一点，不充分地，但却成功

第 17 卷第 4 期

终又藉此构建起存在之于至善的新高度。

3

祁向超验的纯美
默多克指出，
“改变灵魂的不是惩罚，而是承诺

地打开了艾菲汉“非他”专注与自我凝视的有限视

死亡。
”［10］82 如果说汉娜的死是道德价值的实现，

野。自我专注与“无我”意识的矛盾对峙让他在拯

那么《黑王子》中布拉德利之死则具有美学意义上

救“汉娜”的后续行动中变得踌躇不前、若有所思，

的献身意味。信仰生存责任的布拉德利至始至终

部分地淡化了他的决心，转而对其予以反思，开始

坚守着严肃艺术的界限，内在的生命物质性焦虑使

专注生命的物质性以及外在自然的物质形态。

得他翘首以盼的艺术之路毫无进展，其根源却在于

另外，在这一场惊心策划的营救活动中，汉

他内在的存在论危机的即时感与急迫感。因一段短

娜一直是不积极的配角。一步步地被推上圣坛之

暂又强烈的忘年恋和那一刻体验到真实性而复苏的

巅，回望着本真的尘世自我，相距遥不可及、飘渺

创作意识以及目睹通俗艺术家阿诺尔德·巴芬之死

浮游。巨大的心理张力差犹若顶开千斤万牛的满

的经历使得布拉德利深刻地理解了艺术与死亡的本

弓弦，而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皮特复归的消息是她

质关联。死亡是生命形式的基本结构之一，而艺术

再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有人为她苦心搭建

作品是最有可能实现生命最崇高价值的路径。唯有

的道德堡垒瞬间崩塌。死亡是她抗拒承载所指意

在艺术领域中，生死才是同一的。恰如德国美学家

义的惟一路径，也是她无法坦然面对皮特代表的

赫伯特·曼纽什所说 ：
“一切艺术基本上都是对‘死

现实世界中的“自我”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理

亡’这一现实的否定。事实证明，最伟大的艺术恰

想的解脱方式，
“死亡根源于人生命意识里内在的

恰是那些对‘死’之现实说出一个否定性的‘不’

自我冲突和搏斗，根源于人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

字的艺术。埃及国王幽谷墓穴中的种种家具和陈

［3］125-126

汉娜不愿继续扮演艾菲汉

设 ；西安秦始皇陵墓中埋藏的兵马俑 ；提香于威尼

玛丽安等人意念中的道德殉难者角色，又无力调

斯拉里教堂绘制的《圣·玛丽升天图》；巴赫的《圣

和自己与周遭环境的壁垒关系，更无法让两个异

马太受难曲》以及约瑟夫·波依制作的那组奇特的

位的“我”相安共处。于汉娜而言，主动受难无异

十字架，都是这类伟大艺术的实例。”［11］222

和原谅自己。”

于被动赎罪，这也是她自我施加的情感心理暴力。

完成一部旷世奇作的强烈愿望涤除了布拉德

而在死亡过程中，汉娜获得了深沉的缄默力量，她

利以往所有的内在焦虑、恐惧、自私等性格瑕疵和

成功地游移出众人强加于她的“上帝”身份，破解

自我不满之感。物质性的生命意识联结上此在诗

了当地的符咒和自己谜一样的存在，也彻底化解

性的灵魂自觉，共同演绎为可观可感的艺术创作

了两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正如托尼·米丽

欲念。严肃的艺术作品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又把

根所言，
“当我们极力地将有限的专注力从自我移

死亡进一步内向化，解除了其致命的物质苦痛。如

开，这将被视为一段走向‘无我’（unselfing）的过

此，布拉德利掌握了“死亡的绝对限度”，洞见了死

程，或自我之死，抑或丢弃对自我的关注而打开为

亡价值的纯粹知性之光。因而，在代人受死之时，

［8］24

从这个意义上讲，丢弃自

他显得镇定自若、甘之如饴。这里，迥异于汉娜，布

我意味着真正“讲和”，汉娜选择的不是单一的自

拉德利没有将主动受难视为等待上帝拯救的可能

我之死，而是通过肉身之死消弭古堡内外的偏知

性方式，而是甘于以“不死”的严肃的艺术作品来

与幻想，完成了现实世界以及凝固滞后的城堡两

化解亲历死亡时的狐疑和怯懦。

他人牺牲的思路。”

重时空状态中对宗教的溯本追源。“死亡是为实现

“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说，死亡不仅不能扼

自我溶解，为寻求成为‘他者’的途径而进行的有

杀他的创作激情，反而能够激起他生命中更强烈的

［9］67

效训练。”

汉娜是善良的，她向死的决心和主

生存和发展欲望，爆发出一种神奇的艺术创造力。

动选择不仅瓦解了“独角兽”的寓言，将所有人从

当生命向艺术突进时，再没有比从死亡中更生的艺

“非他”臆想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以无比哀怨与苍

术冲动更坚强、更尖锐、也更耐久的了。一个艺术

凉的天使陨落之美终结了虚幻错位的时代精神依

家一旦真正看到过或经历过死亡，就等于获得第二

托，净化了本源意义上形而上的生存哲学理念，最

次或者更多次的生命，在心灵深处积累起更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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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和力量，一旦冲脱而出，就会产生出石破天惊
［3］29

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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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存在，随心所欲地穿梭漫步在悠逸空灵的
多维时空之中，他能够以无以复加的博大情怀和纯

艺术创作是卓有成效的自我分析手段，死亡在

粹形而上的深邃目光来重新审视已故的真实自我

剔除了生命物质性的焦虑意识后，变成一种伟大的

与世间本有万物之间的一统状态，并在心灵自致的

“心理探求”方式，热心地引领着艺术创作主体走上

这一“内视”探索中体悟出一种“我性”与“他性”

从“非他”到“无我”的朝圣旅途。布拉德利似乎

双指互涉的生存美学意识以及其与客观现实世界

于艺术导向的死亡通道中看出一种百般妖艳且不

的细致观照。如此，此在在接受死亡苍凉又温厚的

可言状的生死盛宴之景况，在那里，死亡的具象性

洗礼中，终于进入了大象无形的心界纯灵和物我两

特征使它变成了比生还要热烈的狂喜状态。尼采

忘之幽境，进而可以直接体悟到生命存在的历史性

哲学也认为，艺术可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

本身以及虚灵之真际生命的生存论美学思想。

审美的意义。如此看来，对于布拉德利来说，死亡
是必要的，更是唯美的。死亡体验成为一种绵延不
断的生命意识和艺术冲动，伴着主体肉身的消亡，
艺术作品必将生发出栖居于其中的所有内在的、潜
在的、可能的以及超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死亡也更
生了布拉德利，展现出其个体的多元性，成就了他
对生命形态的本质重构。“接受死亡意味着认可自
身的轻微，这也将自动唤起个体对自我以外的关
注。”［2］100 布拉德利最终从自我专注的“非他”牢
笼中走出来，渐渐转变为一个积极的生活参与者，
实现了自己作为严肃作家而存在的崇高夙愿。
死亡将个体从此在有限的存在中解脱出来，狭
小的“无我”意识不断得以舒展，逐渐汇聚成川流
不息的生命泉源，最终演变为“最充沛的生命之理
想”。至此，全部的意义得以敞开。死亡既是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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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esthetical Effect of Death in Iris Murdoch’s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NI Yu-qin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death as the main line of demonstration, follows the ideas of truth, goodness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constructed by Murdoch. After the elimination of agenitive life and material
anxiety and superimposed indexical meaning, death releases the original limited "unself" consciousness and then the
agent experiences the historicity of life existence and the existential aesthetical ideas of the reality of virtu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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