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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美国作家福克纳创作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从小说文本出发，结合作家生平传记，分别从时间、宗教、生死、成

长、时代等五个方面来探析该小说的主题，试图一窥这位构建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作家“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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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作为《喧哗与骚动》研究的导言，认为福克纳的时

研究者众多。有分析其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有分析

间首先是不以钟表来规格的心理时间，亦即意识

人物形象，有探讨小说的宗教意义……但一部结合

所感受到的时间的存在，是非人为认定的存在，他

了作家人生经验的作品，必然是作家内心世界的多

在《昆丁篇》就通过康普生先生的口来表达 ：
“钟

彩折射。从某种意义而言，小说创作是作家对自己

表杀死时间……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

人生经验的回顾与思考，这种经验饱含了作家难解

过来。”［3］90 然而，时间却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它

的人生之惑。并且，福克纳这些难解的人生之惑，

存在于世界的一切事物当中，无论我们能否感知，

通过小说人物，通过情节的铺展徐徐展开，最终又

它本质上就是存在。［4］因此，这里就有着关于时

以无解而告终。本论文拟从小说文本出发，并结合

间的循环悖论了，即 ：我们存在，时间存在 ；我们

作家的生平，来探析《喧哗与骚动》的主题。

不存在，时间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不存在，我们也

1

就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那时间的存在是以什么

时间之惑

样的形式而存在的呢？

笔者以为，
“时间”是《喧哗与骚动》里最富有
特色的元素。

所以，钟表停了，昆丁死了，时间似乎令人满意
地存在了，可是属于昆丁的时间呢，他不存在于这

传统的诗学理论对情节的定义是“情节应该

个世间的时间呢，它还存在吗？这里就表现出福克

摹仿一个完整的行动。
”［1］而《喧哗与骚动》在时

纳对时间的困惑了，他认为时间是存在于人的回忆

间表达上，突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时间被打碎

中，不是受钟表限定的时间。而实际上，我们有限

了，在班吉和昆丁的意识流动中晃动、破裂，又随着

人生可以感知的时间，并不是循环的，是线性地往

意识的流动碰撞、重合。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

前匍匐前行的线——有头有尾。时间就是我们活

的家族悲剧就在这些流动、破碎的时间里，在读者

着的当下，能够意识到的存在。因而无论福克纳如

的线性阅读过程中，逐渐复原。到文本结束，时间

何逃避物理的时间，并企图逃离到神话的时间里，

流动的全貌才完整地显现出来。在《喧哗与骚动》

但作品中的碎片时间，拼凑出来的，呈现给读者的，

中，
“这样出现的时间，是现在……福克纳的现在本

仍然是线性的。它是独立而属于个体的阶段性存

质上是灾难性的 ；它像贼一样逼近我们的事件，怪

在，从每一个人物可以回忆的过去而来，向着生命

［2］

异而不可思议，——它来到我们跟前又消失了。”

在 唐 建 清 等 人 编 纂 的《欧 美 文 学 研 究 导 引》
中，昂智慧以萨特对福克纳的叙述手法的分析来
收稿日期 ：201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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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极而去。无论福克纳怎么打碎人类活着的线
性时间，仍将有开始有结束，就像复活节仍然也是
依照钟表和日历来规划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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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变化转型过程中的混乱之展现。

中有两个观点，一为“没有未来的时间”，二为“情

还有《昆丁篇》的“1910 年 6 月 2 日”
，这一天是

感的时间”。
“没有未来的时间”姑且不说，先就“情

星期四——复活节前的圣周四，持有清教徒性观念

感的时间”而言，本文仍将其归类为上述表达的时

的昆丁，在这一天自杀 ；
《杰生篇》的“1928 年 4 月 6

间之惑当中，因为情感就是活着的当下。无论时间

日”
，是耶稣受难的星期五 ；
《迪尔西篇》的“1928 年

怎么依照情感的流动被打碎被拼凑，它就是可以感

4 月 8 日”
，则是耶稣复活的星期日——这一天小昆

知的存在，是有限的线段。而真实意义上的时间，

丁卷走杰生私藏的钱，康普生家一片混乱。

是开始也是结束，亦即“没有未来的时间”——当

工业文明时代带来的混乱让福克纳有些难以

然，也没有过去。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就不

应对。一方面，他“在正统教条主义的严格而理智

再是人类可感知的物理时间。此刻，时间存在于神

的目光下，一种宗教神话前提被当作历史事件的总

话之中，存在于亘古的天荒地老里。因此，笔者认

和而加以系统化……”［8］的南方家庭里成长，在

为，
“故时间之本源的表象，必为无制限者。”［5］人

《喧哗与骚动》中，带着班吉去复活节礼拜的迪尔

类普遍的时间之惑，也是福克纳的时间之惑，是他

西，听着关于圣母玛利亚的悲伤和基督的苦难的传

在人类可以感知的有限时间里，借助小说人物的意

道，虔诚地潸然泪下，而班吉则不再喧闹，安静地瞪

识流动，对无限的时间所作的探索——这便是《喧

着温柔的蓝眼睛。

哗与骚动》最丰富多彩的魅力所在。

2

宗教之惑
20 世纪工业化时代，是“上帝死了”的时代。

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人的力量，
“我不想接受人
类的末日的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
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
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

尼采认为，所谓上帝世界的建构，无非“基督徒是

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

通过某种缪见形成自我轻视的感觉”［6］。而身处时

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

代变革中的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这部他自称

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

为“最完美的失败”的作品里，也是充满了宗教的

情、怜悯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的荣耀。为此，人

困惑与迷惘。诚然，众多研究者，包括福克纳自己

类将永垂不朽。”［9］255

也不否认，班吉的人物形象塑造，小说各章节的日

福克纳的旧世界里充满了矛盾与困惑，无论是

期设置等等，都是以康普生一家的故事来对照基督

他向记者谈创作时所说的“谁不信奉基督教呢……

的神话的。

不管这挂着什么标志——十字架也好，新月也好，

比如福克纳借助迪尔西丈夫罗斯库斯来评价

什么样的标志都好——人们只要见到那个标志就

班吉 ：
“他知道大家的时辰什么时候来到，……要

会想起自己在人类内部应守的本份”［9］263-264，还是

是他能开口说话……，也可以说出你的或是我的时

评论家对他作品中的宗教表现所认为的“他先受到

［3］33

这些描写试图在向人们展现一个全知全

魔鬼的门徒的拥戴……他后期作品中的基督形象

能的上帝形象。《班吉篇》的标题为“1928 年 4 月

［9］247
那样，福克纳在《喧
则更能吸引上帝的追随者”

7 日”，这一天是班吉的生日，也是圣礼拜六——

哗与骚动》中无疑也表现出了他的宗教困惑。

辰。
”

三十三岁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安息日。《新
约》所记，大洪水之后的世界拯救就是以受难周为

3

成长之惑

标志的。班吉这“白痴就这样诞生了……他被莫名

“1907 年，这个小家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

的抛进这个世界，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应付它，也不

孩子（出生了）……（长子）威廉估计在那个时候

知道哪里能够获得温柔、帮助和爱以维护自己的纯

尝到了一种被遗弃的痛苦，幸好，他还有一个关系

真。”［7］97

亲密的奶妈——卡利妈妈……福克纳在他的作品中

以一个白痴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班吉，世

通过不同的角度描绘卡洛琳·巴尔（卡利）
，这其中

界在他的眼中是碎片的，分裂的，被折射的。所以

最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当属《喧哗与骚动》中的迪尔

不少研究者如李湘云认为，福克纳在借上帝之名来

西……这样的两位母亲给福克纳带来了心灵上的重

惩罚人类，而班吉的非理性世界就是对美国社会在

大影响……”［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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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现实中的福克纳父母的关系一样，康普生

身。康普生的酗酒、昆丁的漠然、杰生的“中毒般

太太与丈夫的不和直接导致她逃避责任，导致了家

的苦涩”［7］103、班吉的混乱，可以说有福克纳家人

庭的不幸。作为康普生太太的小儿子，诞生之初是

的身影，也更是福克纳对自己不同形式的失败人生

被冠以她弟弟高贵的名字“毛莱”的，当发现小儿

的描写。这样的成长困惑并不鲜见，几乎每个人成

子是一个低能儿之后，她就把他称为“班吉明，我

长的过程都有一个黑暗的空洞，而人们则在这成长

［3］284

晚年所生的被作为人质带到埃及去的儿子”。

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修补，至于能修补多少却是因

而班吉明是作为人质去解救被关押在埃及的另一

人而异。比如奥尼尔的家庭悲剧，成长之惑就通过

个兄长，不期却促成了父兄的团聚，渡过了饥荒之

舞台人物阴鸷而痛苦的对白在观众们的面前呈现。

年。康普生太太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自己的责任，

他用“令人难受的大量笔墨，突出他父母婚姻使对

从而躲在楼上终日不下来。

方所蒙受的痛苦以及痛苦的程度”［10］763，让我们

明明自己逃避了做母亲的责任，却还要时不

认识到，尽管奥尼尔和福克纳都在创作上取得了巨

时地插手干预班吉和小昆丁的成长，以示自己的

大的荣耀，这仍无法让他们逃避巨大的黑洞，沉醉

存在。当凯蒂已经取代了她的角色，对班吉像母

杯酒终有时，醒来直面这种无法修补的空洞，本身

亲一样呵护时，她强硬地夺走班吉一直紧抱不舍

就是一场莫大的悲剧。《喧哗与骚动》中关于人之

的垫子——“反正我不要人抱他……把那只垫子

成长的困惑，通过康普生这一家人的混乱，再现了

拿走，照我吩咐的做……他必须学会要听大人的

这场“已经写成的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

［3］66-67

话。”

而这个垫子却是因为混合了康普生太

太的气味才被班吉视作宝贝。
明明自己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却还要试图把
清教徒的理念强加给孩子们，她自认为是“辛辛苦
［3］284

苦按基督教徒的标准把他们养大之后”

，但他

们却背叛了自己，于是她就嚎啕大哭，开始没完没了

的悲剧”［10］748。

4

生死之惑
福克纳 9 岁那年，祖母去世，他被带离了举行葬

礼的屋子。晚年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表示，童年关
于死亡的记忆刺激了他创作《喧哗与骚动》的欲望。

地絮絮叨叨——“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竟然

《班吉篇》一开始就再现了福克纳祖母的葬礼——

让我生下这样的孩子一个班吉明已经够我受的了现

几个孩子被父母赶出了屋子，死亡就在隔壁，孩子

在又出了她的事他对自己的亲娘那里有一点点感情

们并不像大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对死亡一无所知。

我为她吃了多少苦头为她操心替她打算作出了一切

年轻时希望轰轰烈烈功成名就的福克纳，其实

牺牲可以说是去到了死荫的幽谷可是打从她一生下

在现实中面临着的生却是无意义的。渴望荣耀战死

来扒开眼皮起就没有不存私心地给我着想过一次有

的福克纳来不及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时候我瞧着她心里不由得要纳闷她是不是真是我肚

对曾经战役中受到重伤、濒临过死亡的兄弟，他是心

［3］109

子怀的杰生才是我的亲骨肉呢……”

怀矛盾的——既盼望着弟弟康复，又不无嫉妒。于

因而，尽管现实中的莫得小姐与康普生太太

是他就编排自己在战争中受伤，并拄着手杖一瘸一

不完全相像，但她们两人身上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意

拐装了许多年。直到《喧哗与骚动》获得巨大的成

识，并把这意识强加到孩子身上的冷酷，以及福克

功之后，他才从多年的假想受伤中康复过来。即使

纳对卡利妈妈那种亲生母亲也无法得到的爱戴，都

这样，以后多年的酗酒和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无不

让杰伊·帕里尼这一类的传记作家，还是把《喧哗

显示了他对生的厌恶与逃避，对死的无限恐惧。

与骚动》看成是作家对于自己童年的一次审视。曾

死亡在班吉那里是模糊了的生死界限，是小屋

经把家族带向辉煌的神秘曾祖“老少校”，祖父“小

的气味，是迪尔西的“唱歌”——1928 年的班吉

少校”手里开始败落的家业，精神强大却让孩子在

被带到 1898 年祖母去世时孩子们聚集的威尔许小

奶妈那里感受到深沉母爱的母亲，消极软弱沉湎于

屋，呈现的却是 1910 年昆丁自杀讯息传来时迪尔

酒精并以此来逃避家族衰败命运的父亲——这样

西哭泣的景象。

环境下成长的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再现了

死亡在昆丁那里是“砸坏的怀表，死去的时

成长之痛，成长之惑。他把自己和家人投射到康普

间”——生在昆丁那里是毫无意义的。凯蒂的失

生一家人的身上，他们都可以说是福克纳本人的化

贞，促使他结束混乱情感，渴望走向死亡。宁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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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则是母亲来处的召唤，此刻，作为引他前往死

了三十二年。取得胜利的北方联邦政府取消了奴

亡的陌生小妹妹，在《圣经》中原本就有着死亡的

隶制，然而黑人并没有改善自身的境遇，仍遭到多

象征意义。因此，
《昆丁篇》中的两个妹妹，从全篇

方面的歧视。并且“脱奴”后的黑人，因为离开了

昆丁混乱的自述看来，更贴近死亡的意义。

曾经的奴隶主，无论是生存还是精神上，都处在一

死亡在杰生那里是受难日的开始，是生的艰

个似是而非的被解放境遇中。而南方种植经济因

难——尽管众多研究者对杰生人物形象的评价如何

为奴隶的大量离开，几乎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南

不堪，但面对生死之惑，笔者认为，杰生有着与班吉

北战争后出生的福克纳，在祖父“老上校”的神话

和昆丁不一样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
“这些事件不管我

中长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参战，退伍，

们怎样度过，它们终归是我们的，属于我们这些已经

之后回到了更加凋敝的家园，内心充满了对这个时

胜利出生的人，而不属于死神，尽管我们以后终将无

代的困惑与迷茫。

［11］

可避免地死去。
”

这样负重而生的人生态度，同

时也可以观照福克纳面对生死困惑的另一面。

南北战争后，在密西西比州拉斐特县，这个福
克纳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南方，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而死亡在迪尔西那里，则是黑人教堂里的上

被放逐，而脚下的大地，成了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帝——“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

福克纳挖掘关于这个地域的所有细节，包含了作家

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

的全部人生经验 ：血脉、家庭、社会、地理背景、南

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

方的衰落等等。这些被统统融进了《喧哗与骚动》

［12］

行的受审判。”

与其他小说里，内化，生长，重生了一个超越了纯粹

“无论人生中基本的两极性究竟是什么——无

空间概念的新地域——“约克纳帕塔法县”
。针对

论它是饥饿与爱，是爱与恨，还是生与死——这种

时代困惑中的福克纳，李文俊认为 ：
“尽管他的作品

两极性存在于动物身上，但却不是以矛盾心理的方

显得扑朔迷离，有时也的确如痴人说梦，但是实际

式存在于动物身上。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 ：人享

上还是通过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和趋于死亡，真

有彼此分离并最终陷入相互冲突的生命侧面（各种
本能）；而这些侧面在动物身上却是一个未分化的

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
”［3］5
这些时代的困惑，在《喧哗与骚动》中首先表

统一体，它们处于和谐状态。”［13］是的，不同于沉

现为班吉与昆丁眼中凯蒂的堕落。福克纳用象征

默的动物，人类把有限人生中冲突的两极以文字的

的手法，通过班吉的视角来看待小凯蒂因为下河与

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就像《喧哗与骚动》里“老上

昆丁扭打而弄脏了内裤。那条“沾染了泥污”的内

校”传承下去的庄园一样，就算庄园塌圮、家族衰

裤，清晰地印在班吉的脑海里，打破了时间的线性

落，也会有福克纳这样的叙述者来延承人类这最本

顺序，在每一个牵引着班吉意识流动的触发点上跳

质的精神，并有后代继续延承下去。两性冲突、存

跃，闪烁。凯蒂的“沾着泥污的内裤”，
“沾着泥污的

在与虚无、生与死……这大约就是人类与动物在两

内裤”，
“沾着泥污的内裤”……就这样，不断隐喻

极面前，尤其是生与死的两极面前的最大不同。生

着老南方的种植经济时代，在作家眼里，那不啻是

死之惑，是人类永远绕不过去的命题，是人类在有

失落的伊甸园。而昆丁面对妹妹的失贞，则通过自

限时间里对无限的思考。

杀把自己锁进了属于昆丁才有的永恒时间中。福

因此，结合福克纳的生平传记，再对《喧哗与

克纳在谈及昆丁自杀时，明确表示 ：
“因为那时他

骚动》的文本进行分析，就不难理解莎士比亚《麦

正是为妹妹而自杀的前夕，我利用他的怨恨，他把

克白》中的这段“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

怨恨针对南方，以对南方和南方人的憎恨的形式出

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

现……”［15］

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 ：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
［14］

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

对福克纳而言有着怎样难以拒绝的魅力。

5

时代之惑
威廉·福克纳出生之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结束

其次，时代之惑表现为昆丁对黑人的复杂情
感，以及《迪尔西篇》里那些对迪尔西充满感情的
描写。在全知全能的《迪尔西篇》中，展现在读者
面前的迪尔西，是可爱的，也是高贵的，作者借此
表达了对黑人卡利妈妈的依恋之情。当昆丁准备
自杀，希望黑人执事帮他转交遗书给舍友时，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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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迪尔西的丈夫，觉得“他的眼睛是柔和的、分

出一个关于人生困惑的故事，叙述了时间、宗教、生

不清虹膜的，棕褐色的，突然间，我看到，在那套

死、成长、时代等等难解的人生困惑——这些人类

白人的华而不实的制服后面，在白人的政治和白

共通的“悲伤和失落，与此同时承认痊愈的无望，
清晰描述的不可实现”［7］107。

人的哈佛排头后面，是罗斯库司在瞧着我，那个羞
怯、神秘、口齿不清而悲哀的罗斯库司”［3］106。然
而，当黑人执事准备敲他竹杠时，昆丁便从他以为
的南方黑人白人牧歌式的关系中回到当下，眼前的
黑人执事“无所不在，喋喋不休，可是随着他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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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zzled Confusion of Life
——Analyzing the Theme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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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y William Faulkner, from the text and in combination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from five aspects of time, religion, life and death,
growth, to have a look into the“inside world”of the writer, who established“Yoknapata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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