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淫荡 的意义 ：齐 泽克文学观研究 

赵 淳 

内容提要 齐泽克认为，意义是回溯性地得到的；意义来自于创伤 

的符号化；创伤性的内核体现为对象a，对象a是对原质的本体论隐喻。 

这个逻辑过程表明，在齐泽克的文学观中，原质构成了意义的起点。由 

于原质的含义曲折回转、不可把握，这就意味着文学文本的意义始终处 

于一种游离不定的状态之中。淫荡的原质必然导致淫荡的意义。由此， 

齐泽克的意义理论似乎被染上了某种原质决定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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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在 《与齐泽克对话》中，戴利于哲学领域内，就理性、现代性、宽容、全 

球化与政治等题旨，向齐泽克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很有代表性地概 

括了西方学界对齐泽克的期待。① 而宣称 “我尽可能让我对齐泽克的研究成为一 

种内在批判”② 的夏普则将齐泽克定位为一名批评理论家，并对其以意识形态为 

核心的哲学观念进行了研究。另一位齐泽克研究学者 R．巴特勒亦是以哲学为纲， 

以主人能指为切人口，向齐泽克提问：“斯拉沃热 ·齐泽克，能请你谈谈犹太教 

和基督教吗?我们该如何分别去理解罪恶与超我?”③ 除了哲学之问，通过追寻 

① See Slavoj 2i ek and Glyn Daly，Conversations with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 

② Matthew Sharpe，Slavoj ：A Little Piece ofthe Rea／，Aldershot：Askgate Publishing Company，2OO4，P．19． 

③ Rex Buffer，Slavoj 赫 ：Live Theory，New York：Continuum，2005，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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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人生和学术轨迹来理解和把握齐泽克也是一种方案：“抓住齐泽克独特 

的理论渊源和政治项目的组合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理解他从哪里来。”④而 “旨 

在在福柯的背景上研究齐泽克著作”② 的F．维吉和 H．菲德勒也在自己的题域中 

得出了颇具想象力的结论。此外，由于当下的 “神学被看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学的 

理论”③，那么以精神分析学作为自己理论源泉之一的齐泽克，自然也会在神学 

的手术台上被解剖。 

当今学界，没人能够否认齐泽克在哲学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理论贡献。 

但必须看到，齐泽克的哲学思想乃是在拉康精神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理论、大众文化研究这样的三极维度的基础上，通过与当代大众文化和文学艺 

术之间建立一种深层的理论对话来表述和达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晚近出版的 《齐 

泽克读本指南》不再单纯地追求高屋建瓴，而是将理论关注点下放到了对齐泽克 
一 系列主要著作的解读上。如此之学理诉求，与本文的宗旨不谋而合：在开始探 

究齐泽克的哲学、政治、社会这样的宏大题旨之前，有必要对某些更为基础的理 

论节点做详尽的研究，譬如齐泽克的 “意义”范畴以及隐含在这个范畴背后的 

回溯性、创伤、对象 a、原质等术语和概念。④ 

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今天，人们不再接受先验 自明的意义，学术的重心已经 

逐渐从追问意义本身移向了意义的生成机制，强调首先要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 

的真伪。本雅明写道：“语言传达符合它的思想存在。这个思想存在基本上是在 

语言之中 (in language)而非通过语言 (through language)传达 自身。”⑧这意味 

着，意义与语言一体化，没有凌驾于语言之上的意义。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 

更成为了存在的家园。此后的解构主义者们通过反复演示语言的苍白和文本的自 

我摧毁能力如何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从而对人的认知做出了独具一格的哲学概 

括：先验的真理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人们言说真理的策略和手段本身就不可 

靠。所以，后来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 ·罗蒂在其代表作 《偶然、反讽与团 

结》一书的第一章一开篇就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判断：“真理是被制造出 

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⑥这一后果乃是拜一直被认为能统辖世界本质并从 

① Ian Parker，Slavoj ：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Pluto Press，2004，P．5． 

② Fabio VJighi and Heiko Feldner， 融：Beyond Foucaul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2． 

③ Marcus Pound，2 ：A(Very)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2008，P．8． 

④ See Kelsey Wood， ：A Reader's Gu池 ，West Sussex：Wiley-Blackwe11，2012． 

⑤ 瓦尔特 ·本雅明 《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王广州译，收入陈永国、马海良编 《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年，第 264页。 

⑥ 理查德 ·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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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识别 自身的理性的萎缩所赐，而理性的萎缩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形而上学 

先验同一性被消解的必然后果。 

二、意义的回溯性 

早在 1989年，齐泽克便以索福克勒斯的 《安提戈涅》为例，洋洋洒洒地阐 

述了文学 “‘真正的’意义是由一系列随后的解读构成的”①。在 1991年的 《斜 

目而视》(Looking Awry)和2006年的 《视差之见》 ( e Parallax View)两本巨 

著中，他甚至还向我们具体地指出了捕捉文学艺术之意义的路径和策略——斜目 

而视与视差之见。 

在 《斜目而视》中，齐泽克以曾荣获多项奥斯卡奖的好莱坞经典电影 《卡 

萨布兰卡》结尾处的一个场景为例，力图揭示与阐释文学艺术叙事文本的意义的 

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这样一个题旨。电影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鲍嘉 

饰演的商人在卡萨布兰卡拥有一家夜总会，并手持宝贵的通行证；亨德雷饰演的 

反纳粹人士和英格丽 ·褒曼饰演的妻子的到来使得鲍嘉与褒曼旧情复燃，于是两 

人面临了一场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艰难抉择。在叙事中，一个场域被制造出 

来，其中，纷纭庞杂的细节被堆砌在一起。这些细节要发挥作用，需要一个缝合 

点 (quilting point)，一个将无序的、混沌的细节纽合在一起的点。这个缝合点， 

就是电影最后的那个场景所展示的结局。实际上，这部电影的叙事并不像我们后 

来所看到的那样清晰、线性、富有说服力。据说，即使已经进人到了拍摄阶段， 

导演与编剧仍然对到底该赋予电影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而举棋不定。对他们来说， 

可能的结局包括：A．英格丽 ·褒曼随丈夫离去；B．她留下来，与鲍嘉待在一 

起；C．两个男人死去一个，从而让褒曼、导演和编剧避免做出痛苦的选择。当 

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最后在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结局是鲍嘉牺牲了爱情，而褒曼 

拿着鲍嘉弄来的通行证跟着丈夫离开了卡萨布兰卡。这个结局，被全世界的观众 

所认可。 

但如果换一个结局呢?譬如，褒曼的丈夫死去，鲍嘉取而代之，和褒曼一起 

前往里斯本?如若这样，齐泽克判断，观众还是会把它体验为前面情节 “自然” 

和 “有机”的结果。因此，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电影叙事的结尾是否合 

① Slav~2i ek，The S~lime O f ，d∞妇y，~ndon：Veto，1989，P．21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 

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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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么一个问题，而是希望知道，这个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在作为观 

众的我们这里获得合法性的? 

在前面发生的事件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却能赋予它不同的结局，从而获 

得不同的意义，这在历史研究中乃是一个普遍而又基本的常态。齐泽克斩钉截铁 

地说：“唯一的答案就是，对事件线性的 ‘有机’流动的体验是必要的幻觉，这 

个幻觉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结局回溯性地把有机整体的一致性赋予给了前面 

的事件。”①这意味着，从那些线性的、富有逻辑的、有机的叙事中所产生的貌 

似必然的意义，实则是虚幻的。在叙事的任何一个环节，事件随时都有可能改弦 

易辙，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也同样会令我们欣然接受。因此，我们 

眼中的意义并非是先在的，而是在回溯的过程中赋予给事物的，是幻觉的产物。 

故而，齐泽克充满信心地总结道：“意义是回溯性产生的，其产生的过程具有强 

烈的偶然性。”(Sublime：102) 

同样的案例还可以在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的国王那里看到。臣民为什么会认 

定某人为国王并心甘情愿地对之俯首帖耳呢?弗罗姆在分析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 

的经典之作 《逃避自由》中对 自由的双重含义的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

方面人挣脱束缚人的外在物质力量而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随着自 

由的增加，又必然出现不可克服的焦虑、孤独和彷徨，“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 

力感，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融在外面的世界里”②，人 

便会依据追求快乐原则，通过寻求某种外在权威而回到不自由状态。而齐泽克则 

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加以观照：“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他的臣民把他当 

成国王，而不是相反。”(Sublime：146)臣民把某人当成国王来敬奉，看起来好 

像是因为那人天然就是国王，其实不然。某人之所以是国王，原因只有一个，即 

臣民们把他当成国王来敬奉。而臣民之所以将他当成国王，只不过是因为他偶然 

地占据了国王那个位置而已。甚至，为了加强这种回溯性的认同，国王出生之时 

的某些毫不相关的自然现象也许都会被拉扯进来，作为意义回溯的佐证，譬如什 

么天降祥云、青龙飘舞之类。即是说，凝聚在国王身上的所有意义，都是后来被 

赋予的。对此，齐泽克认为，臣民对国王的认同是一种幻觉。但是，对主体来 

说，无论是有害还是无害，这种幻觉却是必要的。这又是为何呢?这涉及齐泽克 

① Slavoj 2i ek．Looking Awry：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Cambridge：The MIT Press 

1991，P．6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埃里希 ·弗罗姆 《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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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基本前提，即 “这样的 ‘幻觉’结构了我们的 [社会]现实 

本身。因而，幻觉的消除会导致 ‘现实的丧失”’ (Looking：71)。在齐泽克那 

里，幻觉并非外在的知识，而是已经内化、铭刻于人的认知体系中了。在幻觉与 

现实之间、幻觉与人们正在做的事物和人们的行为之间，已经无法划下一条截然 

清晰的分界线。在此意义上，现实就是被幻觉所结构起来的，没有了幻觉，就没 

有了现实。齐泽克指出：“[真正的]知识和 [符号的]信念之间的鸿沟决定了 

我们 日常意识形态的态度 ： ‘我知道没有上帝，但是，我的行动就好像 [我相 

信]他存在一样’。”① 在此意义上，消除幻觉的合适方式并不是杀掉国王，而是 

消解那个使得某人获得国王地位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旦这个符号网络失去了它 

的操演力量，我们立即就会看到，那个曾经激发了我们幻觉的人实际上就是和其 

他人一样的普通人而已。 

社会现实是由幻觉构建起来的。甚至人们真实的社会行为也是幻觉的产物。 

很多时候，人们明明很清楚事物的真实面目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依然我行我 

素，仿佛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也是齐泽克反复论述的观点：“幻觉并不出现在 

知的那个方面，它已经出现在现实之中，出现在人们正在做的事情和人们的行为 

之中。” (Sublime：32)这就好像我们城市中的某些人行走在大街上时，其实他 

们是知道交通规则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会无视红绿灯，肆意横穿马路；又 

譬如人们其实都明白，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但他们 

仍然泰然行之，并将这种歪风邪气推向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齐泽克指出，幻 

觉具有双重性：“这样的幻觉寄身于对幻觉的视而不见之中，它正在构建我们与 

现实之间的真实、有效的关系。” (Sublime：33)即是说，幻觉建构起了我们的 

社会现实，但我们对这一事实却有意无意地加以忽视，将幻觉认定为现实。 

齐泽克认为，幻觉与知识无关，而与信念相连。当我们将意义赋予某物，不 

是因为我们确切知道 (亦即知识)这个意义存在于斯，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会 

有这个意义，并且在行动中将这个意义实践出来。这就像臣民在对国王的匍匐膜 

拜中确立了国王的地位；教徒在每天的祈祷中深信 自己是信奉神灵的；或者在 

《卡萨布兰卡》这个例子中，观众首先相信了电影的结尾是合情合理和天衣无缝 

的，然后再将这个意义回溯性地返回到电影前面的所有情节并认定其合法性一 

样。因此，意义产生于幻觉，而幻觉又构成现实。当我们回溯性地将意义赋予事 

① Slavoj 2 k，For KnowNotWhat TheyDo：Enjoyment as口PoliticalFactor，London：Verso，2008，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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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非是因为意义早已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而是我们先已在幻觉的支撑下 

认定了这个意义，然后才试图去为这个所谓的意义的产生做出解释。 

三、创伤的符号化 

齐泽克指出，阐释原本被认为是损伤被阐释的文本的一种暴力行为，但这种 

损伤却往往能带来别具一格的洞见。譬如，在拉康对索福克勒斯 《安提戈涅》、 

柏拉图 《会饮篇》和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所做的独具匠心的阐释中，就清晰 

地表现出了一种相当暴力的做法。在那里，拉康不顾哲学规则，有时还犯时代错 

误，经常在基本事实上留下硬伤，令文本脱离常规阐释的背景。然而，“正是这 

种暴力做法，引出一种不可思议的 ‘真相效果’，一种震撼人心的新洞察力”④。 

齐泽克所谓 “震撼人心的新洞察力”难道不正是回溯性赋予文本的意义吗? 

回溯性赋予事物的意义从何而来?在弗洛伊德那里，创伤是某种从外部闯入 

并扰乱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平衡的东西，它导致了组织我们经验的符号坐标的紊 

乱。因此，精神分析对创伤的治疗方案就是，取消创伤对我们的混乱性冲击，将 

它符号化，并最终将其融人我们所能理解的意义世界之中。在这个题域中，弗洛 

伊德给出的例子就是那个现今已经成为精神分析中著名案例的俄国病人——狼 

人。狼人一岁半的时候无意中目睹了父母的肛交。然而，从最初的意义上来说， 

这个场景的发生并没有带来什么创伤性的东西。原因无他，因为在那个时候 ，这 

个事件是外在于孩子的认知体系的，对孩子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故而他并未 

对此深感震惊，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其意义尚不明确的事件深深地、悄悄地铭刻 

在意识的深处。多年后，当狼人开始受到 “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题困扰 

时，他便开始构想幼稚的性理论。这时，他就把曾经 目睹的父母肛交那段原本没 

有意义的、无序的记忆挖掘出来，当作一个代表了性行为之秘密的创伤性事件而 

将其符号化。为什么会符号化?因为孩子无法找到性行为秘密的答案，陷入了符 

号世界的僵局。而如果主体的符号世界陷入混沌的状态之中，那就意味着这个主 

体走到了精神崩溃的悬崖边缘。对此，齐泽克点评道：“为了填补意义世界的裂 

隙，创伤性的事件被唤醒了。”② 符号化就意味着创伤化，亦即将当年狼人父母 

的那个场景作为一种心灵深处的创伤加以唤醒，并将其提升为一个创伤性的实在 

① slavoj 2i ek，The Plague ofFantasies，London：Verso，2008，P．121． 

② Slavoj 2ilek，How to Read Lacan，London：Granta Books，2006，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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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从而为符号世界的僵局提供一个回溯性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在狼人回溯的 

过程中，意义被赋予了事物。 

意义是创伤的符号化，这是齐泽克的一个基本判断。在齐泽克对菲茨杰拉德 

小说 《夜色温柔》的研究中，他将 《夜色温柔》的两个不同版本与列维 一斯特 

劳斯的村庄地图作了一番比较：“这两个版本是不连贯的，它们应该被结构性地 

(同步地)解读 ，就像解读列维 一斯特劳斯的那同一个村庄的两张不同的地图的 

案例一样。”①列维一斯特劳斯曾经在 《结构人类学》中分析了北美五大湖部落 

之一的温贝尼戈人的建筑空间布局。该部落被划分成 “来 自上层的”和 “来 自 

底层的”两个子群。当来 自不同子群的村民被要求画出他所在村庄的地图时，他 

们给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平面图：上层人士所作的图是圆圈之中套着另一个圆 

圈，即两个同心圆；但在另一张底层人士所绘制的图上面，圆圈被一条清晰的分 

界线一分为二。这意味着什么?齐泽克论述道：“对平面图的两种不同感知，只 

是两种相互排斥的努力而已——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应付创伤性对抗，通过强迫 

自己接受平衡的符号性结构来医治伤 口。”② 引领着村民从不同的视角绘制村庄 

平面图的并非是真实而客观的布局，而是他们的创伤性内核，是他们那无法符号 

化也无法解释的基础性对抗。他们并不追求真实，而是力图再现 自己内在的创 

伤，并将外在的、无序的世界纳人到这个创伤的意义版图之中。由此回到菲茨杰 

拉德的 《夜色温柔》，齐泽克概括道：“两个版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简约的，鸿 

沟成为两个版本的 ‘真实’，两个版本正是围绕着这个创伤性内核在言说。”③所 

谓 “创伤性内核”意指什么?我们知道，实在界是被符号阉割之后剩下的创伤 

性空缺和匮乏，其内核抵抗符号化——我们的世界就是围绕着这个永远逃避符号 

化的核心的不可能性建构起来的。拉康用对象 a(ohjet petit口)来指涉的，正是 

这个拒绝符号化的坚硬的创伤性内核。 

回溯性给予事物意义就是创伤的符号化，而创伤性的内核体现为对象 a。在 

精神分析学看来 ，“对象 a不是我们所欲望的对象，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对象， 

而是令我们的欲望动起来的因素，它是一种赋予我们的欲望连贯性的形式框 

架”④。拉康与齐泽克关于对象 a是欲望的对象 一原因这一论断非常抽象、晦涩， 

① Slavoj i ek，The Paral／ax V／ew，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6，P．19． 

② slavoj 2iiek，⋯I Hear You with My Eyes’；Or，the Invisible Master”，in Renata Salecl and Slavnj艺iiek，eds．，Croze 

and 妇 ∞Love Object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114． 

③ Slavoj 2i ek，TheParallax View，P．19． 

④ Slavoj 2i k，TheP／ague ofFantasies，P．53． 



外国文学评论 No．3。2015 

我们不妨以 “电”的类比来对对象a作惊鸿之一瞥。在以电为动力中心而展开的 

现代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无障碍地看到电运作的结果 ，譬如电灯在闪亮、电 

脑在运行、发动机在转动等等，但无法看到电本身。然而，当我们借助仪器仪表 

的帮助，对电 “斜 目而视”，就能感知到它了——万能电表能够测量出电压、电 

流、电阻等等。但是，电压、电流、电阻这些显现出来的数据，却不是电本身， 

它们不过是对电的某些性质的隐喻表述。电是看不见、闻不着、听不到的，它无 

色无味、无声无息，但电却是令我们身边所有电器产品能够动起来的原因。这就 

和对象 a一样，它们都是一种逃避我们直接的、“客观的”凝视的 “空无”。而 

创伤的符号化，就是对坚不可摧的创伤性内核的符号隐喻。 

由此，对象 a便以一种陌生的方式与我们照面，使我们注意到 日常那些我 

们虽耳熟能详却又熟视无睹的方面，从而获取新的意义。然而，在齐泽克看 

来，在某种程度上 ，今天的某些艺术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再是使熟悉的情形变 

得陌生，而是要向世人证明，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要把怪异、病态的形势 

逐步变得人人熟悉。他举了著名的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兰黛儿的小说 《手之树》 

(The Tree ofHands)为例加以阐释。小说中，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便因致命的疾 

病而夭折。为了减缓年轻母亲的痛苦，疯狂的祖母偷了一个同龄的孩子，作为 

替代品，送给了悲痛欲绝的母亲。在经历了一系列阴谋诡计和阴差 阳错之后 ， 

小说最终达成了病态的幸福结局 ：年轻的母亲认可并接受了偷来的孩子。齐泽 

克评述道，“在运作方式上，《手之树》与布莱希特式的戏剧遥相呼应”，兰黛 

儿的这种与陌生化反其道而行之的手法 “比布莱希特更具颠覆性”(Looking： 

32)。为什么会这样?齐泽克认为，孩子所在的位置就是原质的位置。看起来 

任何客体都可以占据这个原质的位置，但是，要 占据原质 的位置，有一个前 

提，那就是必须抱有这样一个幻觉——那客体早就在那里了。即是说，“尽管 

任何客体都可以充当欲望的对象 一原因，但基于结构上的必要性，我们还是必 

须成为下列幻觉的牺牲品——迷人 的力量属于客体本身”(Looking：33)。如 

是观之，客体释放出来的迷人力量与它自身无关，而是它在结构中占据某个位 

置的结果。 

四、原质的淫荡性 

在拉康看来，实在界是被符号阉割之后剩下的创伤性空缺和匮乏，呈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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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混沌的、无序的、主体无以接近和支配的状态，任何符号都不能准确说明其意 

义。这个坚硬的内核，拉康最初在其 1958—1959年的第 6期研讨班 “欲望及其 

阐释”上用对象 a来表示；随后在第7期研讨班中，拉康又借用弗洛伊德的 das 

Ding(原质，英语为 t}le Thing)来指代这种核心的不可能性；从有关焦虑的第 

10期研讨班开始，拉康又回到了对象 a。那么，对象 a如何不同于原质呢?齐泽 

克精准地评述道：“原质的状态纯粹是本体的 (ontic)⋯⋯相反，对象 a的状态 

纯粹是本体论的 (ontologica1)。”① 如此看来 ，原质就是那个永远逃避符号化的本 

体；而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 a则是对原质这个本体存在的理论追问和阐述。故而 

当齐泽克谈论对象 a时，实际暗中指涉的是原质；而当直接提到原质时，他反倒 

与原质渐行渐远。 

在齐泽克看来，文本意义的产生绝不是一个线性的、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进 

程，意义绝不是从某些最初的内核中自我展示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曾经奉为圭 

臬的先验的事物秩序不复存在。哈贝马斯写道：“在世界上，自觉的或由主体建 

立起来的，以及在精神教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事物秩序再也不是合理的，只有我 

们按照正确方法接触现实时对问题的解决才是合理的。”②理性的萎缩引发了对 

形式合理性的诉求，因此，内容合理性变成了结果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又取决 

于人们解决问题所遵守的操作程序的合理性。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 “程序 

合理性无法继续保证多元现象的先验同一性”③，换言之，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中， 

一 旦人们放弃实质合理而追求程序合理，文本意义就完全可能呈现出多样性和复 

数性特征，这使得摆脱了先验同一的意义必然会具有极强的个人性质。虽然斯坦 

利 ·费什针 对赫施 和艾 布拉姆斯 等人 的客观解 释说 提 出了 “解释 团体”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④ 这个概念以应对读者反应批评可能出现的意义发散的 

随意性 ，但实际上只要我们将阐释的重心和权力交给读者，意义便完全可能因每 

个人的接受视角、知识背景和阅读心理而有所不同，有多少人就可能有多少意 

义，意义总是私人的意义而不是文本内在和先验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学理背景 

下，在人文学科中，认为不存在先验的文本意义这一判断，已成常识。一旦不存 

在先验意义，那么意义便只能是一种后来的回溯性阐释与建构。 

① Slavoj i ek，The Metastases ofEnjoyment，London：Verso，1994，P．181． 

② 于尔根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 34页。 

③ 于尔根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第 34页。 

④ 斯坦利 ·费什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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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著名的幻象公式 $◇a表达了这样一个旨趣：幻象就是分裂的主体对对 

象 a的欲望，而齐泽克认为对象 a是对原质的本体论表述。当这些欲望通过一定 

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有了文学和艺术。文学艺术的意义取决于阐释，阐释是对 

主体内在创伤的符号化，而创伤性内核产生于核心的不可能性——原质。在齐泽 

克的文学观中，原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概念。他指出， “如果传统 (前现 

代)艺术的问题是如何以一个恰如其是的美好对象来填补崇高的原质的空白 

(纯位置)”④，那么，现代艺术则不再指望先已存在一个空白，以便我们可以往 

里面填充人工制品，而是首先要确保这个空白的位置一定会出现，即是说，“问 

题不再是可怕的空虚及填补这个空白，毋宁说，首先要创造这个空白”②。齐泽 

克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文本的原形是贝克特的 《等待戈多》。戈多代表着 “空 

无”和 “核心缺席”，戈多本身所具有的实证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戈多这个 

空无的欲望，因而他永远也不会出现。可是，如果让后现代主义者来改写 《等待 

戈多》，会发生什么—— “他将不得不把戈多送上舞台”，因为戈多 “是原质的 

化身，而人们一直等待着这个化身的到来” (Looking：145)。在另一处，齐泽克 

以乔伊斯和卡夫卡为例，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说现代文学的特征是 ‘不堪卒 

读 (unreadable)’，那么卡夫卡证明了这一点”(Looking：151)。所谓 “不堪卒 

读”，暗示了现代文学的意义的模糊性与含混性。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 “现代 

文学”并非特指现代主义文学。实际上，在齐泽克的文学观中，卡夫卡是一个后 

现代主义者，而在时间上晚于他的乔伊斯反倒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究其原因就 

是，齐泽克将应对和处置原质作为区分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 

要标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 “并不展示原质”，只是通过不断的隐喻置换将原 

质呈现出来；而 “颇具颠覆性的后现代主义则把原质视为具体化、物质化的空洞 

性，并把它展现出来”(Looking：144—145)。在此基础上，齐泽克说，“如果说 

乔伊斯的文本刺激了阐释，那么卡夫卡的文本则遏制了阐释” (Looking：146)。 

譬如说，乔伊斯的 《芬尼根守灵》就是一部 “不堪卒读”之作，我们无法以阅 

读普通 “现实主义”小说的方式阅读它。为了追寻这个文本的思路，需要某种 

“读本指南”之类的东西，需要有人加以注释，以帮助我们透过无穷无尽的加密 

典故网络，看清脚下的道路。对此，乔伊斯甚至戏谑道，他希望让文学工作者们 

为 《芬尼根守灵》至少再忙活四百年。与此相比，“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 

① Slavoj 2i ek，The Fragile Absolute，London：Verso，2000，P．26 

② Slavoj 2i ek，The Fragde Absolute。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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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乔伊斯相向而立的后现代主义者，是描述幻象的作家，是描述令人作呕的、 

惰性的在场 (nauseous inert presence)的作家”(Looking：146)。譬如，卡夫卡 

《审判》看起来似乎相当明了，故事梗概清晰可辨——这正好体现了卡夫卡那简 

洁与 纯 净 的 风 格；但 是，齐 泽 克 深 刻 地 指 出，正 是 “由于 曝 光 过 度 

(overexposed)，这种 ‘易读性’ (1egibility)反而导致了严重的晦涩，妨碍了对 

它们的解读”(Looking：151)。换言之，卡夫卡文本太明晰了，以至于我们常常 

感觉无话可说。这就意味着 ，我们很难将意义回溯性地赋予卡夫卡的作品，因为 

在齐泽克看来 ，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卡夫卡文本的核心是原质，而原质不可阐 

释。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苦苦地追寻着原质且乐此不疲，力图将意义回溯给文 

本——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之所为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不可为。 

齐泽克为什么会将原质摆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那是因为离开原质，我们就 

无法言说欲望。一旦抽掉欲望，文学则将不再成其为文学，艺术也不再是艺术， 

因为欲望构成了文学的现实，而精神分析学的现实是心理现实，“是符号性地结 

构起来的再现领域，是实在界符号性 ‘提升’的结果”①。所谓实在界的符号性 

“提升”，即是对那不可言说的原质的言说，这种言说是注定会失败的，文学也 

是注定不可能捕捉到原质的，因为实在界的剩余总是在逃避符号的掌控，文学的 

现实之中总有一个空洞在标示着语言失效的边界。淫荡 (obscene)一词，最初 

是由拉康引入来喻指对象 a的。因为主体永远不知道对象 a／原质到底要他做什 

么，于是主体便 自以为是地去想象与猜测，以便迎合原质，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获 

得根据、提供意义。但是，原质就像一个任性的荡妇，从不将自己的要求直接说 

出来—— “她对我们的建议说 ‘不 !’，但我们从来不敢肯定这个 ‘不!’是否意 

味着双重的 ‘是 !”’(Sublime：112)——永远也不满意主体的迎合 ，因此主体 

便永远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由于实在界的坚硬内核原质是淫荡的，而原质 

的不可能性意味着不可知性，因此文学的意义便也只能是淫荡而多变的了。 

结 语 

阐释与解读是一种再现，是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一种符号意指实践。对此，霍 

尔指出，“事物没有意义。意义是我们使用再现系统——概念和符号——建构起 

① Slavoj 2i ek，⋯In His Bold Gaze My Ruin Is Writ Large⋯，in Slavoj 2 k，ed．，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But WereAfraidto AskHitchcock)，London：Verso，2010，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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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①。这意味着，在我们认知框架和话语实践中的现实，是一种被重新构建 

的符号现实。人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文化的产 

物，因此这种建构就绝不仅仅由某种单一的因素 (譬如原质)所决定，它必然 

还会与主体的无意识欲望、利益立场、认知结构、经验惯性、文化传统、权力关 

系和研究范式密切相关。反观齐泽克，他把拉康精神分析学里的原质这个概念引 

入到文艺理论之中，将其作为一种理论的缝合机器，似乎与精神分析学、西方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和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相关的所有一切最终都可以回 

溯到这里，并在此获得理论支撑和自洽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而又激进的齐 

泽克的意义理论似乎被染上了某种原质决定论的色彩。 

总之，在齐泽克的文学观中，原质构成了意义的起点。由于原质的含义曲折 

回转、不可把握，使得文学文本的意义也始终处于一种游离不定、居无定所的状 

态之中。淫荡的原质必然导致淫荡的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斯拉沃热 ·齐泽克文学理论探究” (13BWW002)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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