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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higuro's award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7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n in-

depth discussion of his artistic world. Palgrave and M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Dr. 

Zhang Yujin's monograph "Ishiguro and Memory" in 2014. This book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literary cognitive criticism of Ishiguro's novels from three aspects: forgetting, memory and 

liber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book's cognitive criticism path,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and the 

collection and full utilization of material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study of 

Ishiguro's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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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黑一雄获得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必将引发学界对其艺术世界的深入探讨。帕

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2014 年出版张玉锦博士专著《石黑一雄与记忆》。该书从遗忘、

记忆、解脱三个层面对石黑一雄小说进行了整体、深入的文学认知批评。本文认为该书的认

知批评路径、全局视野以及资料的搜集与充分利用对于促进石黑一雄小说研究有着重要的考

价值。“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的石黑一雄获得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自然会引发

学界对石黑一雄艺术世界的深入探讨。在目前有关石黑一雄研究仅有的五本专著、三本论文

集i中，《石黑一雄与记忆》(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因其专业性及前沿性理应引起学界的

关注，以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石黑一雄与记忆》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于 2014 年出版。作者是新加坡籍张玉锦（Yugin Teo），英国瑟赛克斯大

学（University of Sussex）博士。因为该书对石黑一雄整体、深入的研究，瑞典文学院将其列

作石黑一雄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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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容概述 

 全书由导论、主体及结论组成。主体部分按“遗忘、记忆、解脱”分成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分

两章论述。 

导论的标题是“记忆工作机制——遗忘、证词和解脱”，主要是对全书的理论框架进行简要

说明。在对当前的记忆研究现状综述后，作者发现法国著名哲学家、解释学家保罗ꞏ利科(Paul 

Ricoeur)的著作《记忆，历史，遗忘》对于研究石黑一雄的写作主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随

后作者对自己的一些主要观点、研究特色作了简要概述。 

第一部分“遗忘”，主要探讨了遗忘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影响。第一章“记忆痕迹及往事的

碎片”。本章首先探讨了记忆痕迹的概念以及记忆碎片的不可预料、挥之不去的幻觉本质。如

在《群山淡景》中，悦子看见一个秋千上的小女孩，这一视觉形象激活了对遗忘了的另一个

被吊死的女孩的回忆。随后，作者分析了《长日留痕》中的空虚感与主人翁斯蒂文不可靠记

忆之间的关系。记忆痕迹的其它表征，如消失的父母、曾经存在过的事物，在《上海孤儿》、

《别让我走》中都有体现。 

第二章“创伤、遗忘、记忆”。以往情感上、身体上的创伤制造了不平衡感，对个体当前的

人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无可慰藉》中，各色人等都有着种种创伤， 终导致了“星期四之

夜”的彻底失败。在二战中失去至亲的创伤导致了《群山淡景》、《上海孤儿》中叙述的空缺、

记忆的碎片化。石黑一雄在其作品中巧妙地影射二战创伤，在时间的碎裂和无意的记忆

（involuntary memory）中，作品模糊了个体遗失和集体遗失的界限。而对过去所犯罪行的遗

忘和自欺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部分“记忆”，主要探讨了遗忘之后记忆的重现方式、往事重忆的原因以及记忆对个

体和集体的重要意义。第三章“认识和证词”。在对保罗ꞏ利科哲学概念上的“认识”进行审视后，

作者探讨了自我认识、相互认知以及集体在记忆过程中的重要性。石黑一雄小说人物所体验

到的自我认识时刻——悦子有关长崎的短暂而强烈的记忆、老画家大野有关战前日本艺术宣

传运动的回忆、斯蒂文在肯顿小姐对他诉说准备辞职结婚时的犹豫不决，在实质上反映了他

们对自我身份和归属感的深层需要。在后一阶段，《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集体记忆、身份互

认和哀悼体现了记忆的证词和确认功用。露丝、凯茜、汤米的记忆见证了彼此短暂的存在、

确认了那些给人类捐献过器官而“完结”的克隆人的价值。 

第四章“怀旧和哀悼”。石黑一雄运用怀旧使人物专注于遗失的世界，但其目的则是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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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为工具，用以描述一个令人向往的、更好的世界。怀旧与童年时光记忆和天真岁月记忆

相关，既有缅怀往事的积极意义，又有陷入幻想的可能危险。《上海孤儿》和英国侦探小说黄

金时代的作品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即逃避现实，向往世外桃源。随后，作者借鉴佛洛依德的

《哀悼和忧郁症》分析了《浮世画家》中的个人哀悼。而《无可慰藉》则展示了那个无名城市

中的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文化衰退的集体哀悼。哀悼深层意义的发掘凸显了石黑一雄小说的丰

富内涵。 

第三部分“解脱”，主要探讨了记忆的可能结果、记忆的伦理问题。第五章“对意义和乌托

邦的探求”。人类对于关联性、意义以及完整性（wholeness）的渴望在石黑一雄的愿望实现和

乌托邦渴望主题中得到再现。《浮世画家》中的大野渴望超越平庸，卷入日本帝国主义运动。

然而其历史功绩却成为下一代极力想忘记的东西。大野对往事的怀念、当下艰难的生存以及

要与现世相关联，既表征了他的乌托邦欲念，也唤起读者的同情。《上海孤儿》中的班克斯儿

时的天真记忆也源于母亲为了保护他而安排的乌托邦世界。记忆，纵然并非总是可靠，却比

事实有着更强烈的情感共鸣。乌托邦和怀旧提供了一种方式来保存逐渐遗忘的记忆，从而对

那些消失的人物、地点进行歌颂。《无可慰藉》结尾时的电车小世界，就是对这一点的隐喻。 

第六章“一种意义深远的伦理上的遗忘”，通过意义深远的遗忘主题，审视作品中的伦理

因素。在与伊恩ꞏ麦克尤恩（Ian McEwan）《赎罪》的文本对比分析中，本章探讨了石黑一雄

小说中的忏悔叙事、即故事叙述是以一种日记体的形式展开，一旦忏悔被记录下来，写作者

对过往的记忆重负就得以释放，写作变成一种慰藉或治疗。在对小说人物放手往事，结束报

应-后悔的循环的描述中，石黑一雄展示了遗忘的复杂性。同时，对往事的释怀促使对宽恕的

思考。《无可慰藉》中瑞德的一生被投射到其它人物角色中——少儿鲍里斯、青年斯蒂芬、中

年霍夫曼、老年古斯塔夫，一个个悲伤地世界、压抑的情感交织成不可饶恕的泥潭。 后借

助西蒙ꞏ维森塔(Simon Wiesenthal)的《向日葵》(The Sunflower)的主题，探讨《别让我走》中的

集体宽恕问题。  

结语部分的标题是“结论：石黑一雄的记忆工作机制”。在对各章内容总结的基础上，作

者提出，记忆工作机制体现在石黑一雄的每一部小说中，形成了他区别于同时代其它作家的

典型特色，因此文学批评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后根据采访报道，预测了石黑一雄未来在

记忆方面可能作出的探索——全体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记忆和遗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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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特点 

 （一） 认知文学批评的新进展 

 纵然张玉锦本人并没有声明《石黑一雄与记忆》是在认知文学批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但是

从他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上可以看出，本书被视作认知文学批评的新进展实不

为过。 

 首先，从研究方法和对象上来说，认知文学批评虽然到目前尚未形成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研究

方法，“但它有着两个明确的特征，一是它的方法论特征，即爱伦ꞏ理查德森所说的‘从认知科

学的不同领域中汲取灵感、方法和研究范式’；另一个是它的本体论特征，即研究对象始终是

文学尤其是文学阅读。”（熊沐清，2015: 163）认知科学的不同领域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心

理学、心智哲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等。张玉锦借鉴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著作《记忆，

历史，遗忘》形成自己的阐释框架，结合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对记忆的“遗忘、记忆、解脱”各

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而 终落脚点则是对石黑一雄已出版的全部作品的意义阐释。这种研

究路径毫无疑问符合上述两大特征。与 Stockwell 的《认知诗学导论》（2002）所采纳的认知

语言学分析模式、Tsur 的《走向认知诗学理论: 拓展与更新版》(2008) 所探讨的人类信息处

理方式对诗歌语言形式的制约，Zunshine 的《认知文化研究导论》(2010)所采取的认知与文化

视角相比，本书显然拓展了认知文学批评的研究路径。 

 其次，从研究发现来看，2017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认知文学科学——文学和认知的对

话》一书，该书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认知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该书认为文学的认知研究也不是

一味的借鉴其它学科，她还可以对其它学科作出有益的批评，产生反哺作用。（Michael Burke 

& Emily T. Troscianko，2017:4）在《石黑一雄与记忆》一书中，这种文学的反哺修正作用时

有体现。如在佛洛依德的哀悼理论中，哀悼结束之后，沉痛的心理得到了宣泄，个体就变得

自由了，从而 终出现遗忘。但是，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人物在怀旧中从不会忘记自己的孩提

时代、至亲至爱。怀旧意谓着对一去不复还的过往苦涩而甜蜜的回忆。在哀悼中，熟悉的事

物引发遗失感、引发记忆重现，从而解释了记忆中那挥之不去的存在。（Yugin Teo，2014：85）

这就拓展了佛洛依德和利科的记忆研究涵盖对象。在另一方面，熊沐清认为“认知诗学有可能

对文学作品的效果做出新的解释，发现作品新的涵义或新的美感。”（熊沐清，2012: 458）这

种“新”在本书中也不胜枚举。如《浮世画家》中的大野对过去失去妻儿模糊不清的记忆， 一

般被视为一种不可靠叙述，是对现实的扭曲或隐藏。这种残缺实则反映了大野记忆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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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埋藏在内心深处、难以承受的悲痛。失去妻儿的心理创伤潜藏在断裂的记忆之下，表征

出来就成了叙述的残缺不全。（47-48）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显然更具说服力。 

 （二） 全局视野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石黑一雄已出版作品的全盘思考。本书考察了石黑一雄长

达三十年的写作成果——前期的《群山淡景》、《浮世画家》、《长日留痕》；中期的《无可慰藉》、

《上海孤儿》、《别让我走》；后期的《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甚至包括在本书出版

（2014 年）之后出版的《被掩埋的巨人》（2015 年）（具体参见结语部分说明）。  

 这一全局视野的优势在于可以发现作品的共通之处及差异点。如《上海孤儿》中的班克斯的

救世主角色和《无可慰藉》中的瑞德的相似性——一个名侦探被上海精英幻想着能够扭转时

局、恢复社会秩序。另一个名钢琴家被期待着给这个处在文化剧变中的城市带来秩序和平衡。

（90）《别让我走》中的凯茜的回忆和《浮世画家》中的大野的回忆在本质目的上的差异——

凯茜的回忆不是受内疚感驱动，而是一种怀念、一种无忧无虑的记忆；而大野的记忆则是一

种工具，用以重组自己的思维，预测即将到来的重要事件。（150） 

这一全局视野也可以看出石黑一雄的创作发展变化。前期作品主要涉及记忆的不可预测

本质以及往事对于理解当下生活的意义。回顾过往、后知之明、记忆的重负是前期作品的主

题。中期作品带着明显的实验性，宽恕、记忆的责任、身份、记忆的确认是这一阶段的重心。

后期作品则转向国家的记忆和遗忘等伦理问题。（153）这种受益于整体观的发现对于理解石

黑一雄及其作品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全局视野写作也带来本书的一点不足之处，即个别地方例举显

得过于重复堆砌，而无层次感。如在第三章“相互认知”的论证中，《无可慰藉》中的瑞德、《上

海孤儿》中的班克斯、莎拉、詹尼弗以及《别让我走》中的露丝的示例长达数页（68-74），而

并没有在这一主题上有所深入。 

 （三） 资料的丰富与充分利用 

 本书在资料占有及利用上也值得一提。首先，参考文献部分长达一页半的各大媒体对石黑一

雄的采访，大多都有网址出处，为其它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源汇集。张玉锦也在研究中多

有参考，借以印证作品的涵义，如石黑一雄与长崎祖父一别竟成永别的创伤、《上海孤儿》中

公司名字与现实某公司名字相同而涉嫌诽谤等。其次，在论证过程中，张玉锦还旁征其它名

作，如麦克尤恩的《赎罪》、维森塔的《向日葵》、爱特伍德的《末世男女》等， 博引电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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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之恋》、《东京物语》等，对比分析记忆相关主题的复杂内涵以及小说电影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 结语 

《石黑一雄与记忆》借鉴利科对记忆的研究，按“遗忘、记忆、解脱”三个层面对石黑一雄

已出版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文学认知批评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文本做出了一些

新的阐释，对于石黑一雄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在本书结尾处，张玉锦指出石黑一雄“未来将

更直接的思考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记忆和遗忘问题”（157）而这一主题正是本书出版之后一年

出版的《被掩埋的巨人》所要探讨的问题。正如辛西娅（Cynthia F. Wong，2015:489）所评论

的“记忆被用作证词，张玉锦的研究充分论证了这一点。其研究本身即是对石黑一雄小说的铮

铮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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