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的戒指，能再来点别的什么吗？ 
——谈帕特⾥克·怀特在《树叶裙》中对情节的掌控 

《树叶裙》的中⼼心⼈人物是艾伦·罗克斯堡。艾伦是⼀一个康沃尔姑娘，婚前娘家姓格鲁亚

斯。姑娘时，虽然康沃尔流传的《 特⾥里里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故事总是在她脑海海⾥里里回荡，她

却很少出过远⻔门。这两位著名的恋⼈人虽然在⼩小说⾥里里只是起到渲染作⽤用，与故事结构并⽆无很

⼤大联系，却贯穿在怀特的⼩小说⾥里里。特⾥里里斯坦受康沃尔国王⻢马克之命，乘船迎接将要嫁给国

王的伊索尔德，可是在他们误服了了⼀一剂迷药后，神奇的热恋席卷了了新娘和负责迎接她的

⼈人。我们会好奇是什什么使得这个故事被⼀一再借鉴和改编，从⽽而如此著名和流⾏行行。我们的想

象⾥里里有什什么东⻄西想要燃烧，于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里找到了了渴望的⽕火焰，⽤用各种新奇的⽅方式

去揭示这个故事尚未展示给⼈人们的妙处。现实束缚想象，但我们⼤大脑那喜做梦、好思索、

爱讲故事的天性却从来不不会停⽌止它的节拍，⾮非得要做点什什么拍打、⿎鼓吹的事情来弄弄出点⾳音

乐，让整个世界与之随⼼心起舞。 

 艾伦·格鲁亚斯被奥斯丁·罗克斯堡选为⾃自⼰己的新娘，她也的确成为了了他的新娘，然

⽽而，她却保留留了了⾃自⼰己身份更更卑卑微时的那种机灵和直率的⾔言谈⻛风格，由此可⻅见，这种变化仅

仅是外在的，⻣骨⼦子⾥里里，她依然还是那个农场姑娘，坚强、聪慧如昔，会抓住⼀一切可以抓住

的机会脱离困境，⽽而这些困境的始作俑者——那些代表了了更更⾼高雅⽂文明的⼈人物——只会惹麻烦

却⽆无⼒力力解决什什么。 

 在我看来，⽂文明及其缺陷、优势、脆弱和⽆无时⽆无处不不围绕在⽂文明周围的其它替代⽅方式

等，是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主题。这或许是怀特 具魅⼒力力、 温情的⼀一部⼩小说。如我们所

知，怀特的这部⼩小说取材于伊莉莎·弗雷雷泽的故事。伊莉莎·弗雷雷泽是⼀一位⽩白⼈人妇⼥女女，她乘

坐的船在昆⼠士兰海海边附近遇难后，她被海海⽔水冲到了了岸上，和⼟土著⼈人⽣生活了了⼀一段时间，然后

终于努⼒力力回到了了……⽂文明世界（这个词语⼜又出现了了！）。之后，她的事迹进⼊入到了了那些喜欢

虚构和倾听故事的⼈人脑海海⾥里里。怀特便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虚构者。为了了将⾃自⼰己⼩小说家的偏好

注⼊入进这个故事⾥里里，他可能不不会按照公众的期待去恪守故事发⽣生的地点等，因⽽而读者不不必

因他⾃自成⼀一格的故事讲述⽅方式⽽而感到吃惊。这样，他的⼩小说才会新颖⽽而别致，他拒绝以肯

定的姿态去对待读者可能具有的任何假想，因⽽而该⼩小说让⼈人难以捉摸，也难以反驳。读怀

特的⼩小说有时候会让我想到原住⺠民中的⾜足迹追踪者，他们会仔细研究地⾯面上的树枝或其它

痕迹再攀上岩⽯石去查看⾜足迹，这样他们便便能在更更远的范围内去寻找猎物。 

 如我之前所⾔言，即便便如此，帕特⾥里里克·怀特却绝不不会迷路路，他⼩小说⾥里里的故事线索⾮非常清

晰。接下来，让我们把《树叶裙》切分成⼏几段，以便便于我们更更细致地来分析这部⼩小说。 

 在艾伦·格鲁亚斯嫁给奥斯丁·罗克斯堡之前，他们都居住在康沃尔，婚后他们也还居

住在那⾥里里，直到奥斯丁决定要到范迪⻔门地去拜访他的兄弟加内特，后者在多年年前被遣送到

这个地⽅方。 



 在范迪⻔门地，加内特⽣生活在⼀一个简陋陋的定居点，那⾥里里的⽣生活条件艰苦、严酷，但在其

勉勉强伪装出来的⽂文雅⽣生活⾥里里也不不失⼀一丝教养。如果我对怀特的理理解是正确的，我认为，在

怀特看来，伪装是现实⽣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奥斯丁和艾伦都很憎恶范迪⻔门地，所以他们去了了悉尼，然后乘坐⼀一艘叫做“布⾥里里斯托

少⼥女女号”的轮船启程回英国。当他们乘坐的船⾏行行驶到布⾥里里斯班北北部的什什么地⽅方时却不不幸撞

上了了堡礁毁掉了了，船员们和两名乘客逃到⼀一艘船上装载艇和另⼀一艘⻓长⾈舟上，历经千难万险

终于到达了了岸上。 

 上岸上后，他们⼜又遭遇了了⼟土著⼈人，奥斯丁和其他⽩白⼈人都被杀害了了，只有艾伦活了了下

来，她为部落⾥里里 低等的成员所接受，从⽽而开始了了她的新⽣生活。像任何和她有相同遭遇的

⼈人那样，艾伦完全迷失了了。 

 在书中经过了了很漫⻓长的⼀一段后，艾伦逐渐意识到部落⾥里里的⼀一个⼟土著⼈人也实际上是⼀一名

逃跑的犯⼈人，于是她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此⼈人捆绑在⼀一起。他们⼀一起从部落⾥里里逃跑了了出

来，开始往南⾛走。他们像⼀一对夫妻那样⽣生活，但是艾伦穿着⼀一条树叶裙，她还戴着⾃自⼰己的

结婚戒指，那是奥斯丁的戒指。艾伦⽤用⼀一根细细的藤条将它戴在身上，因⽽而，在⼀一定意义

上，她还是那个失去了了的丈夫的妻⼦子，还属于那个失去了了的世界…… 

 现在，艾伦爱着流放犯杰克·钱斯，这种爱甚⾄至⽐比之前她对奥斯丁的爱更更加浓烈烈。杰克

把艾伦带到⼀一⽚片开垦了了的⼟土地边，只要她跨过这⽚片⼟土地便便能回到⾃自⼰己所属的⽂文明世界去。

艾伦开始穿越这⽚片⼟土地，可是，当她转身叫杰克与她⼀一起穿越时，他却冲进了了灌⽊木丛⾥里里，

因为他惧怕⽂文明世界⾥里里那些鞭笞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接下来，怀特展示了了出⾊色的描写和分析能⼒力力。艾伦回到了了⽂文明社会，和负责莫瑞顿海海

湾定居点（即现在的布⾥里里斯班）的军官⼀一家住在⼀一起。她所经历过的苦难以及她对这些苦

难缄⼝口不不语的态度，让她成为⼀一个稀有⽽而罕⻅见的谜，⼈人们视她如失⽽而复得的珍宝般。有时

候，对⽐比也是相似，艾伦和⼀一个叫做⽪皮尔彻的⼈人很亲近，因为⽪皮尔彻也是“布⾥里里斯托少⼥女女

号”遇难后的幸存者。灾难后，他搭建了了⼀一座规模很⼩小也很原始的教堂，这是他同⽣生活和

解的⽅方式。⽪皮尔彻回归⽂文明社会这⼀一情节，使得我们从独特的视⻆角去理理解艾伦的经历。 

 除此之外，⼩小说⾥里里还有两处这样额外添加的衬托。其中⼀一个出现在⼩小说开篇处的序⾔言

⾥里里，虽然仅仅是⼀一些⽆无意中听到的谈话碎⽚片，却颇具莎⼠士⽐比亚的⻛风格，统领了了之后整个情

节的发展；另⼀一个则出现在⼩小说结尾处。 

在⼋八个段落之前，我曾说过要把整部⼩小说切分开来，仿佛在这之前我已经向你讲述了了

⼩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事实上却还没有。在这⼀一系列列⽂文章中的第三篇⾥里里，我曾经说过，情

节是⼀一种社会理理解⽅方式，在关于《⻛风暴暴眼》的那篇⽂文章⾥里里，我也曾试图向读者揭示帕特⾥里里

克·怀特如何曲解事实以呈现他⾃自⼰己的理理解。怀特著名的——其实我是想说臭臭名昭著的——⼩小

说⻛风格，是为了了确保读者⼀一定不不知道⼩小说到底在讲述什什么，从⽽而阻⽌止读者同作者进⾏行行任何

思想上的对话。思想能量量的流动只能是单向的——从怀特流向读者。其结果是，像“情节”这



样的术语似乎并不不太适合讨论怀特的作品。我们虽然能感受到，情节在他的⼩小说中的确存

在，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作者和读者之间应有的默契却并不不存在。因⽽而，此时，我提议再

来细看⼀一下我上⾯面划分出来的各个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了了解怀特在同读者分享⾃自⼰己对各

个阶段的理理解之前⾃自⼰己是怎样理理解的。 

⼩小说开始于悉尼。那时正值奥斯丁和艾伦·罗克斯堡将要离开澳⼤大利利亚返回英国前夕，

梅梅⾥里里维尔夫妇和斯克林林肖⼩小姐到“布⾥里里斯托少⼥女女号”送别他们后，正在返家的途中。斯克林林

肖⼩小姐身着棕⾊色⾐衣服。当她再次出现，已是⼩小说⾏行行将结束之时。在怀特笔下，她注定还得

再穿上这身棕⾊色⾐衣服。据《⽜牛津⼤大辞典》解释，她的名字“斯克林林肖”（“Scrimshaw”）是

“⽔水⼿手们在漫⻓长的捕鲸船上或其它⻓长时间的航⾏行行时为了了打发时间⽽而制作的各种⼿手⼯工艺品的

统称，是在⻣骨头、象⽛牙、⻉贝壳之类上⾯面雕刻的各种玩意。”⽔水⼿手们在海海上时，过着与世隔

绝的⽣生活，既脱离了了离开的地⽅方⼜又尚未到达新的⽬目的地。他们的⽣生活虽然与⽂文明世界之间

仍有些许联系，却⼜又未必竟然。虽然⼥女女⼈人承担着传承⽂文明的任务，斯克林林肖⼩小姐却是⼀一位

未婚⼥女女性，在⼩小说结尾时，她仍然没有结婚。她的⽣生活与艾伦的⽣生活形成了了鲜明的反差。

因⽽而，怀特选择这样的开篇⽅方式，其⽬目的也许是透过梅梅⾥里里维尔夫妇和斯克林林肖⼩小姐的⼼心理理

活动来揭示他们对刚刚送别的⼈人物的印象。斯克林林肖⼩小姐说道，罗克斯堡太太“让我想到

⼀一张看似空⽩白的纸，可你⼀一旦对着这张纸呵上⼀一⼝口⽓气，就会看到上⾯面的隐形书写。”在梅梅

⾥里里维尔的追问下，她解释道：“每个⼥女女⼈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些不不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秘密迟

早会带来麻烦。” 

稍后，梅梅⾥里里维尔先⽣生“在那天下午第⼆二次说了了些出⼈人意料料的话。”他说道，“我很好

奇，罗克斯堡太太在遭遇磨难时会怎么反应？” 

在怀特让他笔下的⼈人物提出这些问题时，他本⼈人正在思考⼩小说的主题，并且已经向我

们昭示了了这⼀一主题。既然在开篇他已经定下了了主题，那么在开篇结束时，他⾃自然可以这样

下结论： 

⻢马⻋车⾥里里⾯面的乘客们正沿着⻋车轮滚动进尚早的下午，然后，像所有的次要演员⼀一

样，说完了了他们的开场⽩白，便便隐身进旁边的厢房⾥里里去了了。 

 第⼆二章开篇时，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也正在被对⽅方思索着。 

罗克斯堡先⽣生⼿手⾥里里还捧着书，从⿐鼻腔⾥里里噗嗤⼀一声笑出声来，说道，“那两个⼥女女⼈人⼀一定

不不满意极了了。” 

  “梅梅⾥里里维尔太太和斯克林林肖⼩小姐都希望别⼈人把她们当成淑⼥女女。” 

 正襟危坐后，梅梅⾥里里维尔先⽣生继续说道，“这两位⼥女女⼠士更更愿意看到我们婚姻不不幸、

旅⾏行行不不快。” 



罗克斯堡太太回答道，“我希望她们在离开的时候已经找到推断出我们正陷⼊入绝

望中的各种理理由了了，并且今晚会通过回味我们惨淡的前景来娱乐⾃自⼰己。从别⼈人身上嗅

出不不幸是她们的专⻓长。” 

以这样的⽅方式，怀特让艾伦·罗克斯堡（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奥斯丁在内）吸引了了我们的

⽬目光，想去对他们⼀一探究竟。然⽽而，奥斯丁是⼀一个闲淡的⼈人，不不像他的妻⼦子那样喜欢在想

象中将⾃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他原本应该关注世界周围的各种机会，但他却更更喜欢将

⾃自⼰己封闭在书籍的世界⾥里里，尤其喜欢读维吉尔的作品。也许是出于差异相吸的原因，也许

是为了了达到互补的⽬目的，他很喜爱⾃自⼰己的弟弟加内特。加内特在多年年前被流放到了了范迪⻔门

地，虽然他被遣送（也许这更更符合他们的绅⼠士身份）到那⾥里里的原因不不详，却与家族名誉有

关，只有他被遣送到这世界的另⼀一边后，才有利利于保住他们家族的名誉。我想这就是⽂文明

世界为了了保护⾃自我⽽而对付那些会玷污⾃自⼰己的⼈人时所特有的⽅方式。怀特选择罗克斯堡夫妇即

将离开澳⼤大利利亚返回英国这⼀一个时刻作为⼩小说的开始，是⾮非常恰当的。这便便意味着，他们

如何结为夫妇以及他们与在范迪⻔门地的加内特之间的会⾯面都已过去。当在轮船上等待着离

开悉尼时，两⼈人对独处在⼀一起感到很快乐，但是梅梅⾥里里维尔太太和斯克林林肖⼩小姐提出的疑问

在我们脑海海⾥里里还⾮非常清晰。艾伦·罗克斯堡注定要在接下来要讲述的事件中⻓长点什什么教训？

磨难会让她变得怎样？请注意，这些疑问是针对她的，与她丈夫没有什什么关系。艾伦是个

未知数。她将会遭遇海海难，会在海海上漂流，会失去丈夫，然后会得救。这些事情会让她的

经历变得丰富，这是在⽂文明世界的限制内所⽆无法实现的。 

 我们不不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不不论是我们还是艾伦·罗克斯堡或任何⼈人该如何应

对那些为我们的⽂文明所不不能理理解或超越了了社会契约的经历？如果我们的某种理理解或认知来

⾃自我们所属的⽂文明之外，虽然这⼀一认知弥⾜足珍贵，我们却⽆无法坚守它，也不不能将它与我们

的⽂文明所通⾏行行的那些观念进⾏行行置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只能在别⼈人看不不到的地

⽅方，暗暗地因为这种经历⽽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丰富，但是，对于那些⽆无法与别⼈人分享的想

法，我们⾃自⼰己⼜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接受呢？这都是些很困难的问题。在 后⼀一章，艾伦穿

过那⽚片⼩小牧场回到莫瑞顿海海湾的殖⺠民地世界，杰克·钱斯却从那⾥里里逃⾛走了了。我们可以看到，

怀特呈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的写作技巧是何其地精妙绝伦。 

 但是，我的结论似乎下得太早了了点。让我们回到这场“布⾥里里斯托少⼥女女号”致命之旅开始

前的霍巴特镇。 

 怀特的写作从来就不不简单。我之前曾⽤用原住⺠民中的⾜足迹追踪者来将他的写作打过⽐比

⽅方。（实际上，怀特的⼩小说⾥里里到处都⽤用到了了象征， 明显的⼀一个是艾伦的戒指，艾伦⽤用⼀一

条细藤将它戴在身上，在她和⼟土著⼈人在⼀一起的那⼏几周⾥里里以及和杰克·钱斯⼀一起逃跑的时候，

⼀一直带在身上，安慰和⿎鼓舞着⾃自⼰己。可是 后⼀一天，她却发现戒指不不⻅见了了。这⼀一定意味着

艾伦的⼀一些想法不不再重要了了，然⽽而，怀特的叙事⽅方式总是那么间接，是⼀一种暗示和猜测的



活动，读者永远⽆无法确定⾃自⼰己到底理理解到了了什什么，这当然不不禁也会让⼈人去怀疑怀特本⼈人是

否也有确切的理理解。）通过他⼩小说的形式，我们似乎觉得他胸有成⽵竹，然⽽而细究起⾥里里⾯面的

细节来，我们⼜又不不禁对此产⽣生怀疑。） 

 总是些模模糊糊的暗示和象征……读者你或许已经发现了了我对怀特这种彰显和隐匿匿信息

的⼿手段颇感不不安，我不不喜欢那种被操控的感觉。我愿从怀特的掌控中逃离出来，转⽽而去关

注他是如何将细节串串联在⼀一起，使其相互关联或相互背离的。也许在《树叶裙》⾥里里， 具

代表性的例例⼦子是⼩小说⾥里里两场时间上⾮非常接近的性事。第⼀一场发⽣生在艾伦·罗克斯堡和加内特

·罗克斯堡之间，紧接着⼏几⼩小时后发⽣生了了第⼆二场，这次的双⽅方是艾伦与她的丈夫（也就是加

内特的哥哥奥斯丁）。⼀一如往常，怀特将这些事件所代表的含义强加给我们⽽而不不允许我们

⾃自⼰己去揣摩。我想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什么作家⾮非得要将这在⼩小说⾥里里发⽣生在艾伦和奥斯丁

之间唯⼀一的⼀一次亲密活动紧紧地安排在艾伦和加内特的性接触之后？艾伦决定骑上⼀一匹叫

做默尔的⿊黑⻢马去兜⻛风，结果却被摔了了下来或跌了了下来。加内特·罗克斯堡去“救”/“扶”她，

然后他们便便互⽣生了了情愫。这兄弟俩既很不不相同⼜又⾮非常相似，可谓是不不同却⼜又相似、相反却

⼜又相近。但是奥斯丁好像并不不了了解加内特到底是什什么样的⼈人。早在艾伦和奥斯丁初到澳⼤大

利利亚和加内特团聚之时，艾伦就听到楼上有些动静，这些动静只可能是加内特和年年轻⼥女女孩

霍利利在寻欢作乐的声⾳音。霍利利是⼀一个服刑的⼥女女犯⼈人，在加内特家⾥里里做佣⼈人。毫⽆无疑问，艾

伦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是紧跟着她分别和兄弟俩做爱后⼏几天之内的事情。奥斯丁和艾伦

从不不⼀一起⽤用餐，他却叫妻⼦子与⾃自⼰己的兄弟⼀一起进餐。艾伦听从了了丈夫的意⻅见，但并不不愿意

与加内特亲近，虽然她曾经与这个男⼈人发⽣生过⾮非常亲密的关系。 

 他们之间真的曾经亲密过？这正是怀特想要撬开的问题，这样他才好在⼩小说的后半部

分来解答这个问题。 

 于是艾伦和加内特在同⼀一张餐桌上进餐了了，佣⼈人端上来了了汤，然后⼜又端来了了⻥鱼。端汤

的佣⼈人正是霍利利，关于她，⼩小说后⾯面⼜又有两处再次提到她。其中之⼀一： 

连霍利利这样的⼥女女孩也会双眼红肿，失去了了往⽇日的⻛风采。罗克斯堡太太察觉到霍利利

那粗⼤大的灰⾊色⻓长袍下的身体变得圆润了了。 

罗克斯堡太太并没有看错，但是，霍利利回到了了监狱⾥里里，因为她只是被从那⾥里里借出来的，现

在已经完成了了她在加内特家的“服务”。加内特应该愿意和艾伦继续保持情⼈人关系，虽然那

将意味着和哥哥反⽬目，但是艾伦可⽐比他了了解⾃自⼰己。她在欲望⾥里里短暂失⾜足后，很快便便回到了了

⾃自⼰己钟爱的丈夫身边，回到拘束⾃自⼰己的范围⾥里里来。虽然，拘束也是这位丈夫性格⾥里里的⼀一部

分。 

 那么，为何要在⼩小说⾥里里呈现艾伦在相隔⼏几个⼩小时⾥里里分别同兄弟两⼈人进⾏行行性亲密活动

呢？我们⼀一定会将两者之间联系起来，⼀一起思考。为何呢？我觉得原因是艾伦在那⼀一天怀



了了身孕。船难时，⼩小孩在艾伦逃到⻓长⾈舟上时早产死掉了了，在珀尔丢船⻓长念读了了⼀一段经⽂文后

被掷进了了⼤大海海。这也是珀尔丢船⻓长在《树叶裙》⾥里里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船⻓长所履履⾏行行的

后职责。我觉得，作者希望我们将这个⼩小孩理理解为兄弟两⼈人的孩⼦子。或者，更更加准确的说

法是，这个⼩小孩是拘束、寡⾔言、书⽣生⽓气但也更更加温柔的奥斯丁与淫荡、贪婪、急躁的加内

特这两兄弟的产物，作为⺟母亲的艾伦不不过是联结两者的媒介。⼩小孩的死亡和埋葬是艾伦作

为两者之间的媒介这⼀一⻆角⾊色已经终结的象征仪式。 

 因⽽而，奥斯丁、加内特和孩⼦子都是艾伦在遇到杰克·钱斯前所必须经历然后抛弃的过

程。我猜测，艾伦是在弗雷雷泽岛上的⿊黑⼈人们载着他们⼀一起乘树⽪皮独⽊木⾈舟往内陆去时遇到杰

克·钱斯的。他⽤用帆布⽪皮带背着⼀一柄斧头，引起了了艾伦的注意。⿊黑⼈人们试图要夺过他的斧

头，他却轻快地纵身⼀一跃闪躲开了了，⼝口中还念念有词，逗得⿊黑⼈人们哈哈⼤大笑。 

 他在⼀一次这样的闪躲中距离艾伦很近，艾伦得以看清他身上的疤痕，那并不不是⼟土著⼈人

在胸部割开的⼝口⼦子会留留下的那种伤疤，⽽而是在背上此起彼伏的鞭痕。当艾伦后来到灌⽊木丛

中去撒尿尿（怀特⽤用的是“排尿尿”）时，她看⻅见他⾛走了了过来。 

 她看⻅见，他虽然身材⾼高⼤大、魁伟有⼒力力，他的双腿和垂下的双⼿手却在瑟瑟发抖。 

还是她⽤用⾃自⼰己的⺟母语先开了了⼝口，让他摆脱了了窘困，她问道：“你是哪⾥里里⼈人？”然后

想起了了⾃自⼰己的现实处境，义正⾔言辞地问道：“你是基督徒吗？” 

那⼈人依然站在那⾥里里，嘴⾥里里嘟哝着什什么，像个傻⽠瓜或⼀一个因为受到惊吓⽽而失去记忆

的⼈人⼀一样。 

艾伦⼼心中燃起的希望开始熄灭了了。她曾经以为这⼈人可以拯救⾃自⼰己，现在看来似乎

他才需要她的拯救。⽽而且，这个需要被拯救的并不不是⼀一个理理智的⼈人，⽽而是⼀一个失落的

灵魂。 

在接下⾥里里精彩的五⼗十⻚页⾥里里我们会看到，他们是彼此的拯救者，但是 后我们会看到，艾伦

只身穿越过了了莫瑞顿海海湾殖⺠民地边缘那⽚片开垦出来的⼩小牧场，⽽而杰克（他 后终于赢得了了

这个称呼）却退回到了了丛林林⾥里里。艾伦之后会为杰克申诉，请求宽恕杰克·钱斯，甚⾄至她为此

所做出的努⼒力力远远地超出了了洛洛弗尔上校的预料料，以⾄至于洛洛弗尔上校终于同意将她的申诉连

同⾃自⼰己的建议都做了了上报。但是，我们读者和⼩小说作者都清楚，就在杰克犹豫的那⼀一瞬

间，他已经失去了了救赎的机会。就在杰克·钱斯回到丛林林的同时，⽩白⼈人农⺠民和他妻⼦子接纳了了

蓬头垢⾯面、匍匐在地的艾伦…… 

 杰克·钱斯回到了了哪⾥里里？怀特对此并没有再多做解释，⼀一如他对伊莉莎·弗雷雷泽的故事

的处理理⽅方式⼀一样。怀特甚⾄至都没有多⽤用两⾏行行⽂文字去猜测杰克之后的去处，他究竟会不不会回

到他所收养（或者也可以说是收养他）的原住⺠民那⾥里里去？他们还会接受他吗？他们会因为

他解决了了⽩白⼈人妇⼥女女这⼀一问题⽽而感到⾼高兴还是愤怒怒？在他离开⼀一个部落后还可以再回到那⾥里里



吗？就算他被再次接纳后，艾伦曾给予他的爱，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亲密关系和爱慕之

情，是否已经清洗掉了了英格兰那个叫⻨麦布的娼妇给他带来的恐惧？那⼥女女⼈人背叛了了他，于是

他杀了了她，然后被流放到了了世界的 底层，遭遇了了鞭笞，也就是艾伦以为遇到了了拯救⾃自⼰己

的⼈人时观察到他背上的那些伤痕。在这殖⺠民地的边缘，艾⽶米丽·奥克斯那样热情、耐⼼心地照

顾她，这让艾伦困惑不不已，艾伦始终不不明⽩白⾃自⼰己何以会得到这样的款待，对此，我们只能

说她在被“拯救”之前所经历的苦难从此决定了了⼈人们看待她的⽅方式。 

 那杰克·钱斯会怎样呢？他的经历是否也具有类似的重要意义？他身边不不会有那些充满

善意、好奇、同情的关怀，也不不会有⼈人向他提供帮助，他⼜又该如何理理解⾃自⼰己所经历过的⼀一

切呢？他是否真的只能有这么⼀一次机会？就在艾伦穿过那⽚片开垦过的⼟土地⽽而他⾃自⼰己却留留在

原地的瞬间，他是否迷茫了了呢？回答⼀一定是肯定的。他不不敢回到⽂文明社会，因为他在⽂文明

社会⾥里里的遭遇⽐比艾伦所经历的要可怕许多。他畏惧⽂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对他⽽而⾔言没有什什么

好留留恋的。 

 这将意味着⽆无论他是否能够说服⿊黑⼈人们再次接纳他，他都得回到他们那⾥里里去，因为没

有⼈人能够独⾃自⽣生存。这也将意味着，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怀特已经放弃了了他，因为

《树叶裙》⾥里里只有⼀一种⽂文明存在，环绕在这个⽂文明周围的都是⾮非⽂文明地带。我肯定，怀特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一定也知道原住⺠民脑海海⾥里里也有⼀一套清晰的世界观，但他⽆无意于去展示他

们的世界，他们世界⾥里里的那些规则、管理理制度、流传的故事、盛⾏行行的习俗、社会情绪以及

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沉淀的历史记忆等，都是怀特所不不感兴趣的。在他的⼩小说⾥里里，⽂文明⼀一定

是“我们”的⽂文明，“他异”种族的⽂文明则 好是个谜。也许要等另⼀一个作家在另⼀一部⼩小说⾥里里

才能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极⼤大的可能是，这样的作家现在还没有出世呢。 

 此刻，我意识到我已经将本⽂文牵引到了了我们国家所⾯面临的 严峻问题的边缘。这⼀一问

题便便是：如何⾸首先去理理解古⽼老老、悠久的原住⺠民⽂文化与后来的⼊入侵⽂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去

和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我的⽂文章仅能有⼏几⻚页⻓长，⽽而这个问题却伴随我们⼏几个世纪之

久。因⽽而，我 好还是回到偏离讨论⼩小说⽂文本这⼀一初衷的地⽅方，即戴着细藤蔓系着的婚戒

的艾伦·罗克斯堡和杰克·钱斯发现，他们现在的命运掌握在彼此⼿手中。 

 他们陷⼊入了了两难的境地。他们并不不知道身后的那些⿊黑⼈人是否会追赶他们，⽽而前⾯面的路路

还很⻓长，他们只能靠⾃自⼰己才能寻找到⻝⾷食物和饮⽤用⽔水，他们必须相依为命，谁都不不要想逃避

⾃自⼰己的责任。他们既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各⾃自尽着⾃自⼰己 ⼤大的努⼒力力，但他们似乎⼜又被绑定

成⼀一个不不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相互帮助，离了了谁都不不能⾏行行。他们是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行行

吗？是抑或不不是？或许他们⾃自⼰己也不不知晓？ 

 直到 后，他们才知道，艾伦往前跨越了了那⽚片⼟土地⽽而杰克却逃⾛走了了。我们不不禁会想，

她所带领他去⾯面对的这⼀一场考验是他永远也⽆无法通过的。他⼀一路路陪伴着她，给她指引⽅方

向、领头带路路，帮助她、⽀支持她。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利利他主义的⾃自我牺牲？也许的确是这

样的。她返回到了了⾃自⼰己会受到尊重的社会，可是在她这⼀一场返回之旅中，她是否曾是他的



负累？我的回答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是。她或许以为这种负担是相互的，他们承

担着彼此的重量量。这也就是为何他们从未像这样地相爱着。 

 相爱。各⾃自都在为对⽅方付出着。杰克将艾伦带回到她并不不熟悉的灌⽊木丛地带，那⾥里里有

她⾃自以为渴望回归的⽂文明。她拥抱这种⽂文明。她也竭尽所能地⽀支持着他。她也在引导他回

到⽂文明。她很清楚他是⼀一个好⼈人，因⽽而她⼀一定要让他得到法律律的宽恕。那将会是他为她所

做的⼀一切应有的回报。他身上的那些疤痕只要穿上⾐衣服就会被遮蔽起来，⼈人们会看到他身

上彰显出来的美德。当然，艾伦所渴望的这⼀一切是否能够实现，得这个⽂文明社会真的会那

样去接纳这两个从丛林林⾥里里爬出来的肮脏⽣生物才⾏行行，⽽而这却是⽆无法保证的。他们在丛林林⾥里里穿

越、赶路路的时候，只有艾伦和杰克，他们彼此可以相安⽆无事。赶路路时，沿途发⽣生的⼀一切虽

然⾃自有其意义，可是⼀一旦旅程结束，结束本身就是旅程 终的意义。 后的结局才是 重

要的。 

 果真如此吗？在下⾯面这不不可思议的⼀一段中，杰克问起艾伦是否会唱歌。她说了了⾃自⼰己不不

会唱，可是过了了会⼉儿，突然想起： 

 我初⻅见你时，你热情⼜又年年轻， 

 ⽬目光⾥里里闪耀着那样的真诚， 

 唇⻆角边挂着那样的誓⾔言， 

 我哪敢对你有⼀一丝怀疑。 

 ⻅见你变了了⼼心，我还依然盼望， 

 紧紧地想要抓住爱情不不放， 

 明明知道不不可能，却还想着， 

 你怎会从我身旁溜溜⾛走…… 

跟在他身后步履履维艰地向前⾛走着，她忽然⼜又想起另⼀一⾸首叫做“来⾃自遥远的地⽅方”的歌曲来，

怀特这样告诉我们： 

 ⼩小⼩小的威利利·温奇， 

 穿着他的⼩小睡⾐衣， 

 在城⾥里里四处乱跑， 

 上上下下、⾥里里⾥里里外外…… 

 杰克问她为什什么不不唱了了，她回答说该轮到他唱了了。他告诉她，“我从来就不不擅⻓长唱

歌。”不不过，他能够模仿⻦鸟⼉儿的叫声。他之前就是靠模仿⻦鸟⼉儿的叫声来诱捕⻦鸟⼉儿卖钱后维



持⽣生计的。怀特告诉我们，“于是，他开始展示⾃自⼰己的才能。”他发出各种清颤的叫声，那

都是些他所熟知的英国⻦鸟⼉儿的啭鸣声。如果让迈尔斯·富兰克林林来写作这⼀一段，她会将他⽐比

作为⼀一只琴⻦鸟，但在怀特笔下，他却不不是，他不不过是⼀一个远远地离开⾃自⼰己所属社会的⼈人⽽而

已。他和艾伦⼀一样不不属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实际上，他们在这⾥里里却感受到了了⼀一些⾃自在。 

她虽然浑身精疲⼒力力竭，双脚撕⼼心裂肺地疼痛，但却并不不怎样忧伤，内⼼心⾥里里有些说不不出

来的快活。此时，远处阳光照耀的地⽅方，有⼀一只真正的⻦鸟⼉儿⽤用粗噶、嘲讽的破锣嗓⼦子

嘶叫着宣示⾃自⼰己的存在，这才让艾伦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她和这个犯⼈人⼀一样都陷⼊入

了了不不幸的国度。 

 艾伦和杰克·钱斯在⼀一个他们都不不属于的国度⾥里里⾛走到了了⼀一起。他们置身在陌⽣生的⼟土地之

中，相互⽀支持，寻找出路路。在怀特看来，他们⼀一定是相爱的。这是不不同于威尔第或普契尼

歌唱的那种⼀一喉冲天的激越感情，⽽而是两个⼈人相依为命、相互给予和付出、愿意倾听和接

受、容许对⽅方⾃自由⾏行行事、深信彼此都已尽⼒力力改善处境的感情。这段旅程本身就是这段爱情

的体现，旅程既包含他们所⾛走过的路路程，也不不可避免地意味着会接近终点。当旅程结束，

⼀一切都会不不再相同。艾伦跨越过那⽚片开垦了了的⼟土地，跪倒在地上，匍匐着爬过了了 后⼏几

码，⽽而杰克会退回到丛林林⾥里里。 

 艾伦会被带进屋⼦子⾥里里去，她会开始设法去理理解⾃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或设法搞清楚

⾃自⼰己身处何处。 

 ⽂文明社会会凝视她，会弄弄清在她身上看到的⼀一切意味着什什么。 

 杰克则被创造了了他的故事讲述者抛弃了了，他的将来成了了个谜。 

艾伦会经常想起杰克，会为他的案⼦子不不断申诉以⾄至于洛洛弗尔上校终于同意向他的上级

们请示宽恕这个帮助了了⽩白⼈人妇⼥女女的⼈人…… 

……可是那对于杰克来说⼜又将意味着什什么呢？他已经决定逃离开艾伦再次⾛走进的⽂文明社

会。这些对他⽽而⾔言将毫⽆无意义。艾伦之所以会申诉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必须得这么做。多亏

了了杰克的善良，她虽然浑身污秽却总算安全⼜又健康地回到了了想要回到的地⽅方。也许她很渴

望这⼀一场旅⾏行行能够延续下去，但是它毕竟结束了了。旅程总是会有到终点的时候。当⼀一场旅

⾏行行结束后，我们便便⼜又踏上了了新的起点，⽽而艾伦却很难开始新的旅程。 

她会和另⼀一个幸存者⽪皮尔彻交谈，观看他搭建的教堂。那教堂在⼀一定意义上象征了了他

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还感觉到，他离开了了这座教堂便便⽆无法⽣生存下去。因⽽而，他是⾃自⼰己旅程

的囚徒，再也⽆无法摆脱⾃自⼰己的经历。那么艾伦是否就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呢？在⼩小说以

外，是否会有新的⼈人出现来书写她⽣生活的新篇章呢？ 

让我们翻到⼩小说的结束章节来看看。 

⼀一艘船抵达莫瑞顿海海湾，将开往悉尼。艾伦将要乘上这艘船。洛洛弗尔上校决定让他的



妻⼉儿暂时离开热带的炎热，于是他们也将乘上这艘船，斯克林林肖⼩小姐将会同⾏行行协助他们。

（斯克林林肖⼩小姐依然穿着那身棕⾊色⾐衣服。我觉得怀特通过这样的编码向我们暗示了了她在婚

姻市场的位置。）同⾏行行的还有⼀一位富有的英格兰商⼈人杰⽂文斯先⽣生，他在英格兰有三个⼦子

⼥女女，不不过现在是⼀一个鳏夫。喜欢做媒的⼈人和那些喜欢管理理别⼈人感情⽣生活的⼈人正是以此来实

现⼈人⽣生意义的，他们以喜悦的眼光打量量着这位男⼠士……这还需要我来解释吗？杰⽂文斯先⽣生需

要⼀一个妻⼦子，艾伦·罗克斯堡需要⼀一个丈夫。⾄至少在那些并不不了了解她的经历也不不知道她⽆无法

忘记这些经历的⼈人脑⼦子⾥里里，是这么想的。这⼀一群⼈人，包括洛洛弗尔太太吵闹不不休的孩⼦子们在

内，都在沙⻰龙⾥里里喝喝茶。杰⽂文斯先⽣生向罗克斯堡太太伸出了了⾃自⼰己的胳膊，带领着她⾛走进沙

⻰龙。习惯性思维会引导我们去假想的那种结局，在杰⽂文斯先⽣生不不⼩小⼼心跌了了⼀一跤的瞬间，随

同着杯盘碗碟和蛋糕⼀一起灰⻜飞烟灭了了，虽然作者怀特⾃自⼰己也不不知道他究竟踩到了了什什么⽽而跌

上了了这么⼀一跤。 

罗克斯堡太太⽯石榴红的裙⼦子被茶⽔水溅脏了了。杰⽂文斯先⽣生和斯克林林肖⼩小姐先后都努⼒力力地

要擦⼲干她的这条丝绸裙⼦子。洛洛弗尔太太的⼉儿⼦子汤姆重新为艾伦端来了了⼀一杯茶。这到底怎么

回事？我们读了了⼀一遍⼜又⼀一遍，把这间屋⼦子的地板寻了了好⼏几个遍，却并没有找到任何提示或

象征。在第404⻚页，我们并不不能找出任何幸福结局的迹象，⽽而第405⻚页上却仅有寥寥⼏几⾏行行，

我们很快把这⼏几⾏行行读完后，会发现，怀特以斯克林林肖⼩小姐的思绪结束了了这部⼩小说…… 

……只有当⼈人握住救命稻草的那⼀一瞬间我们才能捕捉到⼈人性，那稻草让我们认识到这个

秩序井然的世界。 

因⽽而，这是⼀一个悖论。艾伦的经历发⽣生在这秩序井然的世界之外，对此，她⾮非常清楚，因

为她可能⽇日夜思想的那个杰克仍然还在秩序井然的世界（也就是莫瑞顿海海湾殖⺠民地）之

外。然⽽而，在⼩小说 后结束的地⽅方，有些变化正在发⽣生。虽然这对于杰⽂文斯先⽣生来说为时

尚早，不不会对他太有利利。这从怀特将跪在地上努⼒力力擦拭掉⾃自⼰己弄弄下的茶渍的他形容为⽜牛蛙

这⼀一点便便能看出来。不不过，秩序世界再次出现，得到了了重申。我觉得，这⻓长篇巨制的⼩小说

后⼀一幕的伟⼤大之处在于帕特⾥里里克·怀特在混乱中隐去了了。这样做也许是他 ⼤大地给予艾伦

·罗克斯堡同情的⽅方式。 

 可是读者该怎么办呢？突然之间，操纵着⼀一切的作者却消失了了，⼀一切都交给我们⾃自⼰己

去揣摩体会。⼀一直那样紧紧地控制着⼀一切的作者却放⼿手了了。⽆无论是他为我们写作还是离我

们⽽而去，都仅凭他⾃自⼰己的意愿。 

 我在这么写的时候表露露了了⾃自⼰己的不不满。这⼀一不不满在好⼏几⻚页前便便⼀一直装在我的脑⼦子⾥里里。

我的不不满在于，怀特在决定透露露信息前总是守⼝口如瓶。试举⼀一例例。“布⾥里里斯托少⼥女女号”撞上

了了堡礁，海海浪拍打着轮船，不不⼀一会⼉儿后，这些海海浪还会冲进⼩小船⾥里里来。没⼈人知道接下来会

发⽣生什什么。可偏偏在此时，怀特通过艾伦简短的⼼心理理活动告诉我们她已有身孕五个⽉月了了。



她的丈夫奥斯丁即便便再怎么地不不擅⻓长于观察，和艾伦在那⼩小⼩小的船舱房间⾥里里共处⼀一室，却

丝毫没有感到什什么异样吗？作者对艾伦怀孕这⼀一信息守⼝口如瓶，这样⼀一来，艾伦对我们之

前已经谈及过的问题（即谁是⼩小孩的⽗父亲）便便⼀一点也不不⽤用苦恼（胡说⼋八道！），我们读者

也不不⽤用去思考这个问题了了。 

 再看⼀一例例。当艾伦和加内特·罗克斯堡⼀一起进餐时，怀有身孕的霍利利为他们端上了了汤和

⻥鱼，艾伦询问起了了她早上听到的两个奇怪声⾳音，那是⼀一声枪响和⼀一阵尖叫。她猜想是不不是

哪个“不不幸的家伙”（流放犯）终于从悲惨的⽣生命中解脱了了。加内特否定了了她的猜测，告诉

她，是那匹让她摔跤并导致了了他们发⽣生性关系的叫做默尔的⻢马被杀掉了了。他继续说道，

“它在桩上跌伤得太严重了了，留留下她太不不现实了了，我们可负担不不起⼀一匹跛了了脚的⻢马。”这匹

⻢马被杀掉了了。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在加内特所属的社会⾥里里，拥有⻢马匹和⻢马⻋车是区分⼈人们

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社会⾥里里，⼈人们会⾮非常细⼼心地照料料⾃自⼰己的⻢马匹。即使是

⾼高贵的⼈人也会因为对⾃自⼰己的⻢马照料料不不周⽽而遭到别⼈人的评判。这正是身份卑卑微的⼈人识别地位

⽐比⾃自⼰己⾼高贵的⼈人的⼀一种⽅方法。⽐比如，他们会问：这些⼈人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马吗？他们真

的关爱⾃自⼰己的⻢马吗？⽽而怀特却以这样迅速⼜又残忍的⽅方式打发掉了了默尔。读者会认为加内特

是因为他不不能够像对待⼥女女仆霍利利那样去对待艾伦⽽而⽓气馁，拿默尔撒⽓气。我也是这样理理解

的。但是怀特的写作⻛风格总是那样地隐晦，控制着读者能够从中获取的信息，这便便让我不不

禁也会犹疑⾃自⼰己的理理解是否正确。 

 这是⼀一部⻓长期以来好评如潮的⼩小说，可我意识到⾃自⼰己居然要以愠怒怒的⼼心情结束本⽂文。

我感到，怀特就像⼀一个独裁者，严格地控制着⽕火⻋车开动和停⽌止的时间，我们对此当然感激

不不尽，可是在我们获得这些好处的同时⼜又失去了了什什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