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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普遍有一种“中国执念”，这是大半个
世纪前文学界就再三讨论过的。令人惊奇的是，至今在最遥远的环境下，依
然是个活生生的事实。肖淳端教授的新作《立史安身：英国华人文学历史叙
事研究》证明了：身居海外的中国作家，无论是从哪里迁徙过来的；无论现
在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都无法摆脱对中国家国乡土的留恋，甚至难以绕过
对中国的“民族志”书写。本文讨论的几位作家，一直用英文写作，一生几
乎从未在中国大陆成长生活过，但是他们的创作永远围绕着中国人的生存、
中国式的生活展开。我们不得不深入理解此种无法排除的执念对于华人作家
写作生涯的重要作用：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人无法离开这个文化之根，
他只有安顿历史，才能找到自己的写作者身份，恰如肖淳端在此书所精准概
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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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In the “Unhomely” Island: Chinese Writer’s Pursuit of Self-Identity
Abstract: Around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the “Obsession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has been, surprisingly, sustained among “Chinese” writers, which is ostensibly
evidenced by Prof Xiao Chunduan’s book Establishing Oneself in Our History: A
Study of Chinese Writings in Britain. None of those “Chinese” writers, no matter
migrated to the UK from where, no matter now writing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can shake off their psychological bond with China. About the few writers that ar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they grew up in English education, and have almost never
lived in mainland China, yet their writings have forever been orbiting around
Chinese existence, or Chinese livelihood.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importance that this unshakable Obsession in the Chinese writing. The
deep sediment of Chinese culture makes itself indispensable roots for anyon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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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lood. Only by re-establishing oneself through the narrating of our history
can he find his own identity as a writer, as is precisely stated in Xiao’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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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肖淳端教授的著作《立史安身：英国华人文学历史叙事研究》材料
富厚，见解独到，是这个领域难得一见的杰作。感叹之余，勾起了我思考几
十年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何中国人走到任何地方，写的都是中国事？
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其现象称之为中国现代作家
的 “Obsession with China”，有人译成“感时忧国”，或许太为高远，我个人
译为“家国执念”。夏志清先生之说，是六十年前的事了，说的是国内的作
家。此后几代作家已经成长，创作界已经后浪几度，物是人非。况且，在旅
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与家国隔了不小的一段距离，应当有所解脱了。然而，
读了肖淳端的书，却发现此情此景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发展成华人作家的“民
族志写作”（Ethnography of China）。肖淳端教授的精准概括，使我颇为感慨。
海外华人，一旦成了或将成为一个非华人国家的公民，应当说有了一个
新家，进入一种新的文化。这听起来自然而然，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可以说：
黄皮肤的东亚人，黑皮肤的非洲人，命运有点相同：他们作为异乡客，印记
就在脸上。如果迁居到一个同肤色国家，差异就不明显，在那里他们只是一
个名字比较奇特的新来者，过不了几年，至多一代人之后，异乡客就会变成
旧邻居。所谓人的存在本质，理论家说得云里雾里，经常只有一层表皮那么浅。
然而，我们谈的是作家，他们似乎应当不同。作家居家写作，与当地社
会接触不多，肤色又能奈我何？写作靠经验世界，不仅不论肤色，而且异国
色彩，正是让读者啧啧称奇的另一片天地。华人作家群，无论是新老移民，
侨居者或是二代“华裔”，也无论这些作家是新移民，还是远居南洋东南亚
的“二度移民”，抑或无论他们写作用的语言（既是受教育长大的语言）是
外文还是中文，肖淳端认为无论他们的生活习惯或社交圈子有多大的不同，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黄皮肤，决定了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而作为作家，
决定了他们是“华人作家”。
难道这一大批“华人作家”，哪怕有着极为不同背景，也都就该永远写
华人“老家”的事？难道皮肤的颜色如此重要，浸透意识，渗入灵魂，控制
灵感？此事说起来很难解释，笔者在二十年前就指出中国移民作家的写作题
材严重自限问题，“吐丝为茧、家事为牢”。读肖淳端教授这本书，更发现
早已如此，于今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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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淳端教授以英国“华人文学”为研究对象凡十余年，此书取材宏富，
视野开阔，对所评论的作家细读细写，下了大功夫，是至今为止这个领域功
夫下的最深的一本书，将会成为研究海外华人文学者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她
一眼就看到了海外华人文学的症结，所以她的书名题为《立史安身》，因为
书中写到的所有作家，上面写到的各种背景的作家，无一例外地走“立史以
安身”写作之路。读遍肖淳端此书，找不到一个例外作家，甚至找不到几本
例外的小说，不是在写民族志式的家国群体经验，哪怕写的是主人公个人经
历也离不开华人群体的生存。
此种倾向，最明显的可见于几位英国的华人英语作家，后果也最值得分
析，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应当是英国文学史的研
究范围。肖淳端教授花了最多的篇幅，透彻地分析了他们的作品，发现他们
依然落在“中国文化圈”之中。
一位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欧大旭（Tash Aw）。欧大旭是当今英国华人
英语作家中写作最稳定者。英国著名的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班，出过许
多人才。该系的网页上作为有前途的学生标榜的，是该系培养出的“三大天
才作家”：《赎罪》的作者，英国当今最负盛名的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u），以及欧大旭。
可见读书界写作界对欧大旭期盼之高。
2005 年，他的处女作《和谐丝厂》（The Harmony Silk Factory）获得重
要的文学奖惠特布雷德奖（The Whitbread Prize）。此后，欧大旭每三年一本
长篇，出产稳定，是个有韧劲，有才有志的作家。《和谐丝厂》写的是围绕
马来亚一座丝厂命运的几代华人家族史；2009 年的《隐形世界的地图》（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标题听起来像幻想小说，写的是一个 16 岁的华人
少年到雅加达寻找多年前“消失”的父亲，题材是印度尼西亚马来族华人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血腥政治风暴中的遭遇，东南亚华人的“隐形世界”已经
无地图可寻迹；2013 年的《五星亿万富翁》（Five Star Billionaire）写的是
世纪初上海，获布克奖提名；2016 年的《脸：堤岸的陌生人》（The Face：
Strangers on the Pier）写的是家世：20 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祖父时如
何冒险上船来到马来亚的。
英国华裔作家近四十年中成绩最高者，应当数香港出生英华混血的毛翔
青（Timothy Mo）。多本谈论英国学界讨论“外来者”作家群的著作，都把
毛翔青与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并列，显然认为他是英国华人文学第一人，
肖淳端此书对毛翔青论述最为详细。毛翔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乎是新
星爆发，给人很大希望。1982 年的《酸甜》（Sour Sweet）写唐人街餐馆业者，
在家庭琐事中见华人的艰辛。此小说改编电影，由名导演内维尔执导，张艾
嘉主演，大获成功。
毛翔青创作眼界很高，从此没有写过华人家庭琐事，而转向与华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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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东南亚政治历史。1986 年出版的大部巨作《占有岛屿》（An Insular
Possession）写鸦片战争背后的英国殖民史，获得布克奖“短单提名”；几年
后的 1991 年，他写出气魄更大的史诗小说《多余的勇敢》（The Redundance
of Courage），题材是八十年代东帝汶（East Timor）人保卫独立的起义，以
及受到的血腥镇压。毛翔青以上三本小说，都得到布克奖提名，但未能获奖。
我本人阅读他的著作，觉得此人写作，波澜壮阔，气魄摄人，颇有十九世纪
末诸位现实主义大师的大家风范：纵观历史进程的眼界高远，拒绝在家务事
上精雕细琢。这在当今“巧叙述”的后时代，并非十分讨评委之喜之道，或
许这也是他始终没有得到布克奖的原因。在写作成就上，毛翔青是华人作家
无可争议的代表，在英国文坛上的位置，他已经得到，而尚未能确立。
亦或因为才高，受挫后有所不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毛翔青与出版社
因稿酬发生争论，他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退出英国的出版体制，自
己成立一个“无桨”（Paddleless）出版社，自己卖自己的书。在前网络时代，
此种事不可能成功，在今日恐怕也不大可能做成。此后，他似乎就从英国消
失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英国任教时，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认为他
的路子，在华人的“家世文学”浪潮中，笔力挥洒，别开生面，不可多得。
千方寻找他的下落，时有踪迹，最后找到他在菲律宾主持一本拳击杂志，联
系却无回音。此为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多年暌违此君，看肖淳端此书，才
知道 2012 年他带了新书《纯》（Pure）回归英国文坛，写的题材却依旧是东
南亚政治历史，这次是有关泰国南部的宗教冲突。我已经回国任教，没有机
会读到，但毛翔青坚持自己的写作路子，坚持书写家国大历史，即便得不到
英国文坛赏识，历四十年不悔，这精神令我敬佩。
为什么历史对华裔作家如此重要？不管是家史，家国史，族裔史（例如
东南亚华人史），肖淳端此书称之为广义的“民族志”（ethnography）写作，
为什么华人作家，不管何种背景，何种教育，何种成长经历，一旦写作，离
不开这条主脉？甚至明显地可以看到，在毛翔青与欧大旭这二位最有才气的
华人作家身上，已经成为一条明显不容易走通的路，为什么华人作家宁愿戴
着代家族立言轻巧的桂冠，不去走后现代写作的所谓“多元化”之路？
不仅英国的“华人作家”如此，实际上旅居其他国家的华人作家也是如
此。这就是肖淳端的书名《立史安身》准确得令人赞叹的地方。“立史安身”，
一语中的，用来总结华人写作史，极为合体：华人作家有一种强大的家国认
同感，他们自己作为作家的“安身”，必须依靠“立史”，他们的写作不可
能离开“民族志”。
写作题材自限，难道是中国作家特有的？可能真是。欧大旭的“同学”，
与毛翔青一道崭露头角的同代人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最早的作品也是写
日本题材：1983 年的《群山淡影》背景是长崎的原子弹爆炸；1986 年的《浮
世画家》写一个日本画家在二次大战中的经历。八十年代中期，石黑一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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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极为华丽优雅的转身：1989 年的《长日留痕》写了典型的英国故事，
贵族家的管家与女佣人的黄昏暗恋，淡雅而忧伤。此书获得布克奖，改编成
电影极其成功，描写感情之细腻，得到评者的赞美，也得到英国读者青睐。
2005 年的《别让我走》，讲克隆人少男少女命定为人类培植器官的悲惨命运，
电影也赢得不少观众的心。2017 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非民
族志”写作反而使他的作品进入了更为深刻的人性深度。为什么日本作家可
以不再写“民族志”？当然可以辩解，说这是因为石黑一雄 5 岁离开日本，
对日本只有童年记忆。但事实是，恐怕某些“华人”作家的纯中国经验也不多，
甚至可能更少，毛翔青定居英国时也只有 10 岁。难道 5 岁 10 岁有如此大的
差别？原因或许不在此。
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远远超越欧美，超越日本，这应
该更是华人作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扩大言之，“华人”（不管是华裔还是华
侨）在国外一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移民群体抗拒“被吸收”往往靠宗教，
例如各国的犹太人社团，或伊斯兰教众。但是中国人并不有意义吸附于某种
中国社群，中国文化本身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立足点，成为他们保护自己，
并且让子女后代找到“安身”之处的根本。在中国国内，各地域，各阶层文
化的差异，可能让“中国性”本身需要花力气才能总结出来。若把这批华人
作家请到一桌上来，恐怕很少有共同话题，甚至可能言语不通。一到国外，
“中国性”反而成为不言自明的共同特质，与他们的皮肤相貌一样明白无误，
无法摆脱。土耳其当代作家帕慕克有名言云：小说如镜子，能看到自己。此
言非常精确，文学反映的是作家心里的世界图景，而“华人”的心灵世界，
恐怕总是中国文化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关于“非家幻觉”的论述。他在 1919 年的一篇文
章中详细讨论了一种称之为“unheimlish”心理特征，英语心理分析家译成英
文的“unhomely”（非家），中文无对应词，译成“诡异”、“恐惑”、“暗
恐”等词，显然脱离原词义。什么是“非家幻觉”呢？弗洛伊德举了很多日常
生活中的情况：恰恰因为你害怕重复过去经历过，你就会不断碰到它。法国精
神分析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自我的陌生人》一书中讨论了这种幻觉，她指
出我们每个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属于自己的因素，我们是自我的陌生人。我
们会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最深处的异质性，发现自己身上不由控制的陌生感。
离开亲切的家园，离开我们熟悉的文化，就像离开母亲的胸怀。在异乡
他国，“非家”从心理的比喻，变成了实实足足的压抑性存在。诡异的恐惧，
成为无时无刻能让我们忽视的冷冰冰的实际，具体地说，当我们以“局外人”
的身份看这一切“非家”的熙熙攘攘，这时，不管我们如“愤怒的作家”毛翔青，
还是心态平和稳定如欧大旭，家国之感，族裔之史，不可避免会从我们的心
灵中如泉水鼓涌而出。哪怕我们知道如何打开心胸，这非家之乡的周围一切，
始终在提醒华人：要安身，先立史，立史即安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