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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查建英作为二十世纪 80 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锋，其作品通过赴美留学的主

人公的遭遇，辛辣地反映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物质鸿沟，以第三世界

居民的视角自我审视，深刻地折射中国社会内部的自卑心理。在查建英笔下，

爱情与婚姻不仅用以勾勒留学生的受挫经历，更跳脱人物形象塑造的框架，进

一步升华成富含历史记忆与家国蕴意的符号，凸显留学生与民族记忆之间错综

复杂的关系。异域文化与家国记忆的的双向拉扯力，使他们面对精神家园的解

构，产生文化认同的焦虑与裂变，不断游移在源根与异乡之间，成了双重文化、

双重世界间的流浪者。本文以查建英的留学生短篇小说为切入点，通过社会历

史批评，对留学生与社会变迁之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以此剖析留学生所面对的

生存困境与三波留学潮之相互作用。同时，通过文本内容的集中分析与文化认

同的观念运用，论述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之特色，及其笔下角色在美国梦的追

逐与失落中所面对的文化身份之危机。 

 

【关键词】查建英、留学生文学、文化身份、第三世界、家国记忆、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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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言 

  

 

  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东西文化产生激烈碰撞。成千上

万学生离开中国到国外留学，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留学潮。“近现代中国留学

运动有高涨期和低迷期，它们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波动相呼应”（叶维丽，

2012：8）。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集中描写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出国

留学的知识分子，其笔下留学生经历了文化革命、反右运动的全面冲击，体验

了物质条件匮乏的乡野农民生活。出于对当前生活状态的不满、或出于对更高

的自我价值的追求，他们毅然选择出国留学，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 

写作之于身处异域文化结构的华人而言，是“串联他们过去（历史、中国）

和现在（当下、美国）的重要手段”（陈薇，2009：119），以汉语创作的留学

生文学或可看做是留美作家用以强化身份认同、坚定民族意识的行为，留学生

文学由此而产生。留学生文学是“关于知识分子出国生活信息的语言艺术表

达”，“以研究出国游学人的文学创作以及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为主要内容，

也探索中国人走向世界时的精神活动轨迹”。王少杰强调，无论此类作品的作

者是否留学生，以“关心留学生活”为作品主要信息，是此类文学的前提（万

少杰，2005：50）。 

查建英自大学时期即开始写作，在北大求学时创作了〈最初的流星〉等短

篇小说，并在 1982 年留学美国，先后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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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约 1987-1989 年），她随即开始集中创作留学生文学

作品（河西，2014：30）。其短篇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

国去！〉等获得广泛回响，成为一鸣惊人的代表作。查建英在小说中刻画了留

学生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矛盾，包括求学打工的磨炼、爱情婚姻的挣扎。

文本中的留学生在中国（源根）与美国（异乡）之间载沉载浮，既无法融入异

乡，又无法抛下过往，由此产生文化认同与身份定位的迷失与裂变，徘徊于双

重世界的夹缝间，成为无根悬荡的边缘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现当代留学生文学虽早在清末已渐涌现，但发展仍稍显稚嫩，至今尚未建

立起一套全面的、针对此类文学而设的完整研究体系，相关著作也较为少见。

留学生文学热潮的兴起始于 1988 至 1989 年间，已有不少相关作家与作品，但

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是中国近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一直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没有人系统研究过”（唐翼明，1989：85）。留学生文学“整体

上还没有形成明晰的史学意义上的概念内涵共识”，且由于移民文学、世界华

人文学与留学生文同以流散异域的华人精神轨迹与生活状态为主要描写对象，

故不少研究仍把此三类文学混同一谈（王少杰，2005：50），研究上仍有不少

空间可供挖掘。 

此外，多数学术著作研究都倾向于针对台湾作者的文学作品，如白先勇、

於梨华、张系国，针对中国作者的研究则相对少有。查建英在中国属于较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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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留学生作品的作者群之一，与苏炜等人被认为是开启了留学生文学之先河

的先锋，突破了此前中国留学生文学的一贯内容1。她的作品必然有其代表性，

对后来兴起的留学生创作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2。故笔者欲针对查建英在

小说中所描写的留学生精神状态进行探讨，剖析留学生在异乡面对求学、打工、

情感问题的折磨，从而折射他们处于不同文化、双重世界的夹缝之间的边缘人

状态。由于关注不多，资料相对少，可供研究的部分尚存，却也成了本文研究

的困难之一。此外，由于查建英本人同为留学生，故笔者欲探讨其作品之内容

与其真实经历是否完全一致，读者能否在作品中发现作者本人的影子。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虽与新移民文学、离散文学等同样着重于描写散居海外的华人生活，但相

较之下，留学生小说相关的研究称不上丰硕。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2000 年出

版的六卷本《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较为系统性将近现代留学生文学作品按照

文体内容、地区、时间等要素做了梳理，收录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惟体裁有所局限，多以小说为主。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在第四卷收

                                                           
1 80 年代左右的“新移民文学”多由一群身处海外工作或读书的中国人在谋生、上学之于写就

的。由于外语掌握不足，或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圈子里，他们对当地的社会人情和文化的体验与

思考深度不足，“往往就成了一边走马观花地看西洋景，一边写思乡情、游子心”的、以浮浅

匆忙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查建英在 1987 年回国后所写就的作品加入了

更多元的视角，描写了不同民族同在美国的经历，主角也并非全然以中国人为主（江少川，

2014：77）。 
2查建英的作品对中国留学生“美国梦”的追寻与失落刻画得极为深邃，1991 年的《北京人在

纽约》与 2003 年出版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则是更进一步的、在美国追名逐利的故事。李

陀阅读查建英的《头版新闻人物》和《丛林下的冰河》后，向查建英表示他原来不太看重留学

生文学，如今由于查建英的加入，分量就不一样了，留学生和多内的写作也有了一种新的关系

（江少川，20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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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美国华文文学，其中涉及了中国留美生体裁相关创作。萧文轩在《20 世纪

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提及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创作，并针对留学生身

处两种文化间的挣扎做了剖析。宋晓英的《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亦对於

梨华的“边缘人”之概念阐发其独特见解。《台湾小说发展史》展现了古继堂

对留学生文学的重视，但仍无系统性的剖析。《台湾新文学史》中，陈芳明则

介绍了台湾留学生文学。 

杨启平于《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一书中进一步缩小范围，将研究

对象着重在女性，并于第二章〈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中的文化身份的追寻

和迁移〉中提及异国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其中就囊括了留学生文学。《多源多

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中，黄万华于第六章第三节中以留学生文学为一

种文学现象并加以论述。林涧主编的《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所

收录的虽是范围更广的“美国华人文学”而非“留学生文学”，然其作品皆

“以美国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美国文化为画面”（林涧，2007：7），且多有以

留学生为主角、描写留学生生活的小说。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提出“无

根与放逐”的论点，针对张系国、白先勇等人多品进行论述，但无明确指出

“留学生文学”之概念。辛金顺《中国现代小说的国族书写——以身体隐喻为

观察核心》一书以身体书写解析留学生的文化之挣扎。 

论文方面，黄万华的〈故土和本土之间的叙事空间——美华小说的历史和

现状〉中论述了留学生文学中故土的“非领土化”倾向。向忆秋的<想想美国—

—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针对台湾群体的文本进行剖析，论述其身份认同

所遭遇的挣扎。在<留学生文学中“他者化”角色的文化阐释〉一文中，谢昉则

更为强调留学生的文化主体性，打破西方中心论。杜霞在〈从留学生到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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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焦虑与文学计划论〉中跳脱文化视角，认为身份焦虑更多来自于评论界而

非作家本身。〈台湾留学生文学到移民文学的发展近况〉、〈七〇年代台湾留

学生小说析论〉、〈白先勇离散文学创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皆针对白先勇、

於梨华、张系国等作家的作品进行进一步论析。尹雪智的〈文化身份叠合下的

自我认同——於梨华小说研究〉从生命意义与身份认同的矛盾出发，探讨自我

认同。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留学生文学的创作内容主要以描述留学生的异域生活体验与精神轨迹变化

为主，但不同作者所构筑的留学生生活基调各不相同，单一作者的作品并不能

概括所有留学生文学的特征。大体而言，其内容应囊括：一、留学生创作的直

接反映留学生活现场实际的作品；二、类留学作家的文学作品；三、记载早期

留美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以及反映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的纪实文学等（王少

杰，2005：53）。孙慰川将留学生定义之范畴进一步扩大：凡是以求学海外的

华人所经历之种种事件与心态为主要描写内容者，无论创作主体是否华人、创

作语言是否中文，皆可纳入华人留学生文学的创作范围（孙慰川，1994：48）。 

査建英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以“较早赴美留学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美国梦

追寻以及在追寻中的失落”为主要描写内容，刻画的是“在浪漫主义的理想追

寻中与美国的现实发生强烈的冲突”从而导致的理想失落（默崎，2017：63）。

部分留学生作品表达了华人知识分子对美国异质社会的极度排斥，极力刻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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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处于异域文化中，在日以夜继的折磨中泯灭了自我3；或以政治定位为主线，

探索异域华人知识分子在现实利益与家园情结之间的权衡4。然而，查建英笔下

的人物少有明显的政治印记，对美国文化也并不排斥，反而如鱼得水，对美国

文化的融入鲜有阻碍。他们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对峙隐于无形，却一直存

在着，直至经过岁月积累而爆发后，通过美国梦之寻求与失落的前后差异，才

揭开了留学生的内心矛盾与文化认同的焦虑。故本文研究将专注于查建英的留

学生文学作品，不能代表完整的留学生形象，更不能以此概括宏观的留学生文

学。 

本文将以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丛林下的冰河》

与《留美故事》、《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所收录的短篇小说为例，从中国留

学生在美国生活的日常作息与心理状态为出发点，探讨其从第三世界来到第一

世界所面对的资源条件差距，以及生活在祖国故乡的历史记忆以何种形式残留

在留学生的精神中，以至于影响他们的一切生命选择，乃至铸成看似既定的悲

剧。接着，以此为基础，进一度剖析游荡在双重文化与国度之间，试图扎根异

国以取源根而代之，却无法脱离过去的历史记忆，以致文化认同产生分裂的留

学生之心态。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建构自我认同的核心，“主要诉诸文学和文

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王宁，1999：

49）。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习俗表示肯定的价值判断，是建构身份认同的

一大前提。“认同”（identity）使人通过“祖先、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

                                                           
3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牟天磊，同样与美国文化

格格不入，为了获得学位而牺牲了原乡的感情联系。 
4 张系国《割礼》、《昨日之怒》以钓鱼岛的权利纠纷为主线，描述留美一批知识分子所展现

的各不相同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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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来界定自己，在种族集团、宗教社群、民族身份以及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

认同文明”（[美]塞缪尔·亨廷顿，2002：6）。文化认同建立于民族历史和文

化的基础之上，使主体对特定族群或文化产生归属感，自觉属于该群体中的一

员。文化认同可分为三种形式，即经验主义的身份认同5、功能主义的自我认同6、

现实主义的价值认同7（邢媛，2017：102），本文所提及的文化认同即属“现

实主义的价值认同”此一领域，倾向于以社会认同/集体认同为基础，研究人作

为个体，对特定文化或社群所产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及其从中获得的某种情

感和价值意义（邢媛，2017：106）。 

文本中的文化身份之焦虑与裂变和中国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三波留学

潮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亦紧紧相扣，文化身份的裂变会随着留学

生所经历的社会、文化之变化而产生。故本文将引用社会历史批评，从社会历

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并分析文本。社会历史批评着重于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

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乡情乡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王先霈，1999：

69）。丹纳认为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司各特编著，蓝仁哲译，

1983：62），文学不能凭空依存，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留学生文学正是

在时代与环境的交织作用下产生的、具备鲜明时代印记的文学（王先霈，胡亚

敏，2005:68）。在理解留学生文学之前，有必要深入探讨文学写作的现实背景

因素。 
                                                           
5 经验主义的文化认同“以启蒙理性为基础，以理性主体通过为自身立法而产生道德律令为判

断标准，只要我们的行为符合自我内心的命令，就意味着获得了自由”。其注重的是人类自身

的主体性和身体性的思考，认为“理性主体所拥有的的尊严，赋予人类特殊的优越性和责任”。

（邢媛，2017:102-103） 
6 功能主义的文化认同“把认同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其代表为弗洛伊德，他认为文化认同

等同于自我认同，将认同的建构视为一种心理过程，是“个体一句个人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

自我”（邢媛，2017:102-103）。 
7 现实主义的文化认同“强调文化认同的共识性和价值认可性”，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

各个组织之中，存在于人类文化的整合过程之中，与人类文明、文明发展的过程伴随而生，是

人的现实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邢媛，201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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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为五大章节，第一章将确认留学生文学的定义与范畴，解释其发展

趋势，并叙述查建英的留学经历与写作背景。第二章节将分为两小节，集中论

述 80 年代身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美国，探讨小说所建立于其上的国

家经济与社会结构，为查建英留学生文学的国家历史背景做大致的梳理，以为

接下来的章节做铺垫，以理解三次留学潮的形成之原因。通过比对留学生在国

内与国外的生活状态，探讨社会资源差异如何使留学生奋力追逐查建英所构筑

的美国物质神话。最后，结合査建英本人的留学体验，针对其留学生写作与真

实留美经历之矛盾，探讨现实与文本的关系。 

第三章节主要讨论“爱情”与“情人”在查建英留学生文学中的意象之作

用。第一小节论述留学生文学中的历史记忆书写，探讨留学生与国族的内在血

缘之联系。第二小节论述文本出现的恋人与爱情之描写的升华。同时，从查建

英的写作时段出发，探讨其写作视角与语境之差异。第四章节进一步论述留学

生初至异国，面对截然不同的环境、社会与文化，迎接种种生活思想上的挑战

和冲击，采取何种措施。第二小节则分析留学生处于双重世界的夹缝中所面对

的民族文化的剧烈挣扎。第五章将依据上述研究论点做出总结。 

 

第四节  研究资料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参考了不同的文学作品、专书与论文。查建英

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留美故事》等小说集提供

了笔者大量查建英的早期留学生文学作品以作参考。为进一步了解查建英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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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个人看法，笔者也参考了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叶维

丽的《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 也针对中国

近现代的数次留学潮做了严谨的剖析，对于拓展论文视野颇有帮助。容闳所著

《西学东渐记》提供了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活之相关资料。此外，林涧主

编的《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收录了多元化的旅美华人之文学作

品，囊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美国华人生活，提供不同视角。王德威

的《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在叙述近现代中国小说发展趋势方面

提供了清晰简明的介绍，其中提及留学生文学的发展。周宪在《文化研究关键

词》与《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关于身份认同的解释对笔者在论述留

学生的身份焦虑时颇有帮助，也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定义与论述。《翻译与跨文

化操作》一书针对留学作为跨文化翻译之行为，提供了详细叙述。为了铺展留

学生的写作背景，笔者亦参考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外交政策

与策略》、《中国近代史》等相关书籍。为了确认研究方法，王先霈主编的

《文学批评原理》与《文学批评导引》提供了文学批评的相关资料。 

论文方面，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生存困境〉对美国（第一世界）与

中国（第三世界）之间的对峙提供了精确的论述。此外，刘俊的〈论美国华文

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亦对查建英小

说中的历史蕴含进行了探讨。朱美洁所著〈跨文化语境下 20 世纪中国留学生文

学形象研究〉与刘杨的〈论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的主题嬗变〉两篇论文亦在梳

理近现代的留学生文学的形象与主题之发展变迁方面提供了笔者不少帮助。朱

贝特于〈新移民文学婚恋题材小说论〉论述了女留学生在异国语境下的婚恋观

之体现。王少杰的〈留学生文学：定义和区分〉对留学生文学提出了确切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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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在〈一个“留学生文学”热正在兴起〉中记载了留学生文学的兴起之始

末。余建华的〈国外“边缘人”研究略伦〉与王亚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

—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提供了边缘人一词及边缘状态之阐释。〈美

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从空间形式的角度对身份认同加以论述。

〈二十世纪留学生文学的家园情节〉则以“母体情结”看待留学生的家园情结。 

为进一步理解留学生文学，在细读查建英的作品之外，笔者亦阅读了其余

作家的相关作品，如於梨华〈雪地上的星星〉、白先勇〈芝加哥之死〉、张系

国〈割礼〉等，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提供多重视野，多方面看待留学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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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鸿沟 

 

 

查建英笔下的角色之所以选择留学，有者是凭一时冲动，也有的角色是因为深刻

体会了资源匮乏给生活带来的种种障碍与绝望，为了更高素质的生活追求与自我价值

的实现，因而毅然选择留学。故，他们的出国留学之选择与当时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状

态不无关系。这些留学生在异国留学、打工、生活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体验了两国

的资源条件的差距所带来的精神与价值观之冲击。 

 

第一节  第三世界之建构与三次留学潮 

 

历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中，中国往往被描述为相对落后封闭的第三世界，美国作

为发展蓬勃、经济繁荣的第一世界，则是留学生实现理想与自我价值的踏脚石，二者

形成悬殊对比。中国的社会环境条件促使留学生展开对国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他

们以留学为名出走他国，离开了源根和母体文化，形成一批又一批的留学潮，查建英

的留学生小说即诞生于第三波留学潮。在探讨查建英的小说之前，有必要对此前一脉

相承的留学潮进行梳理。 

近现代的中国留学潮主要可分为三次，第一次出现在十九世纪 70 至 80 年代洋务

运动炽烈发展之时。彼时西学大盛，为了师夷长技、强兵富国，清政府在 187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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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 年间派遣了一百多名年幼学童前往国外留学，但这项计划很快就夭折，学童亦被

遣送回国。此时的留学生文学作品较为少见，其中有容闳著于 1900 年的《西学东渐

记》，记载其作为早期求学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极少数中国留学生身处异域的求学经验，

不乏他作为知识分子，面对祖国日渐腐败的感慨：“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

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容闳，1981：22）值得一提的是，当

初清政府派遣的一百多名留美学童，其副领队正是容闳。 

第二波留学潮集中在 20 世纪早期，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外生活的挖掘和体验，

开始涌现了大量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包括老舍、鲁迅、郁达夫等人所创作的〈沉沦〉、

〈藤野先生〉、〈二马〉等。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量知识分子纷纷留学美国、日

本、欧洲。此时的文学作品以浓厚的乡愁与爱国意识为主题，“借助异域文化重新审

视故国传统”，集中表现思乡忧愁与受辱之郁悒（刘杨，2002：7），充满激昂愤慨的

爱国情操。这不仅“显现留学生个人的价值抉择，也暗指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

迁”（王德威，2012：247）。除了游子乡愁的描写，更多的是在异域饱受压迫和羞辱，

期求祖国富强的民族精神与政治忧患意识。王德威认为此一时段的留学生小说“上承

晚晴留学小说的遗绪，下开六、七〇年代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等人新留学生小说

的先河”（王德威，2012：246），是留学生文学发展重要的一环。 

第三波留学潮则爆发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各类留学生文学相关的

创作源源不绝，“留学生文学”一词也在这段时期正式提出8。此前的 50 年代末至 70

                                                           
8 1987 年 6 月 21 日，晨边社在纽约举行成立后第一次讨论会，主讲人于仁秋在开场白中表示“留学生

文学”一词是晨边社数位发起人聊天时提出来的名字（唐翼明，1989：85）。然，据王少杰指出，留学

生文学之概念在学术界的传播乃是由广东高校学术界的推荐而始。二十世纪 70 年代，广州王晋民先生

所著《台湾当代文学》中，已收录一段专门论述留学生文学的专章，但主要以考察台湾此类文学的发展

情况为主。此后中国国内相继兴起《小说界》、《人民文学》等留学生文学相关出版物、以及查建英、

严歌苓等相关作家，而 1987 年在北美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晨边文学社举办“留学生文学”的专题研讨

讲座会议，已是后话。（王少杰，2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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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五年计划”经济策略导致国内农村出现严重饥荒，此后又

接连爆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浩劫，严重冲击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

中共在反右运动与文革中针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具迫害和压抑意味的政策，知识分子的

社会地位大大降低，而“刚从文盲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农民和工人被捧成科学家、哲学

家和诗人”（R.麦克法夸尔 编，1998：398）。国内政治氛围的排斥和压抑使他们无

处发挥，出国留学便成了逃离当下备受束缚的生活的最佳途径。 

80 年代初，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再度开始，第一世界美

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的首选。在此之前，中国与西方列国往来极少。新中国成立

最初的十年内，“中国只与苏联即其东欧卫星国保持外交和贸易关系”，与美国“完

全没有任何商务往来”，孤立于国际社会（徐中约著，2008：890）。中国打开国门后，

与西方列国之间的交流渐趋频密。然此时中国方从长期的内乱中回恢复过来，资源条

件相对匮乏落后。在留学生文学中，双方的冲突和对立在异域留学经验所遭受的磨难

下更为突出明显。 

1974年，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9： 

 

                                                           
9 1974 年 2 月 22 日，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见面时，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美国、苏联是

第一 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

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

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逄先知，冯蕙主编，2013：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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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皆无法与第一世界比肩，彼时的中国相对于美国，缺乏种

种物质资源。  

由此，留学生文学所构筑的世界中，中国往往难以从社会封闭、经济落后的第三

世界的形象中逃离。即便是关于“个人情爱的失落、生存的艰难，也归因于国家贫弱

的表征”（王亚丽，2019：49）。无论是哪一波留学潮，我们都无可避免地从这些作

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将中国的形象置于西方列国的语境之时，无论是文化、经济、社

会等各方面，中国往往疲弱萎靡。这样的认知必然要对留学生的生活与思想产生冲击，

使留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第二节  资源条件的匮乏与追求 

 

三个世界之说确立了“世界城市”（美国）与“世界农村”（中国）之间的物质

鸿沟（钱刚镡，1983：120）。在第一世界的语境中，第三世界往往被描写为相对落后、

疲弱的。当留学生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美国，以第三世界人民的视角体验其繁荣，实际

上也诠释了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叙述和理解。然，当他们充分浸润美国式的价值观，

回看曾经孕育了自己的第三世界，两者之间巨大的落差使他们对记忆中的故乡形象进

行解构，并予以不同视角的重构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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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的留学生书写建立在反右运动与文革的阴影上。为挣脱阴影，他们到国外

留学，试图取得更好的资源以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出身自资源条件匮乏的第三世界留

学生来到美国之后，为了适应并调整异域生活，开始汲汲于物质的渴望和追求。留学

生“亲身体验着文明并感同身受地濡染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从而展开“对于故国文

化的反思以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何颖利，2001：16）。在他们的价值观渐渐转变

的同时，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的对峙渐趋尖锐。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的伍珍千辛万苦“逃奔”至代表荣耀和机会的美国。

她见识过农村的物质缺失与人论思想的匮乏，并拒绝接受光棍寡妇偷情此类落后的伦

理道德观念。离开堪称她第二个故乡的陕北村落时，她铁了心不再回来，无不表现她

对第三世界的彻底厌弃和失望。她所欲追求的是能提供丰裕物质的工作和生活，出国

成了她挣脱当前环境的最佳途径。中国农村“一脸菜色倦容的老乡们”、“混着葱味

汗气的臭屁人气” （查建英，1991：180），与美国“鳞次栉比的时髦商店橱窗”、

“贵族阶层的闲逸儒雅”形成了二元对立，尖锐地突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社

会与资源条件的差距（查建英，1991：209）。见识到美国教堂那些领免费午餐的穷人、

难民、酒鬼和毒虫，伍珍的第一反应是厌弃和鄙夷，深刻意识到她对贫困潦倒的深痛

恶绝。伍珍从原本致力于读毛选的知青，转变成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崇拜者。“作者通

过塑造伍珍这个试图摆脱贫穷与落后状况的东方女性形象，把物质丰裕的第一世界对

物质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控制与拒斥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陈薇，2006：114）。伍

珍所经历的，正是一个千方百计想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却在过程中渐渐丢失自我的

第三世界居民的悲歌。 

查建英的“主人公们试图在第一世界的‘丰裕社会’中寻找第三世界的处境所不

能提供的一切”，美国生活的丰富资源“变成了查建英的一个巨大的神话”（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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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8），使他们以此为中心展开生活奋斗。于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比被具

体化为丰裕/贫困之间的对比”（张颐武，1989：28-29），从留学生的国内外之生活

差异、以及最后对其生存状态的改变和突破之中，两个世界的尖锐对比更显戏剧性。 

伍珍为筹学费而开始在歌剧院售票厅工作，由此构成了美国丰裕物质的神话。在

歌剧院展开的是一幅华丽奢侈的上流社会生活画卷，她为其所吸引，以自己一夜暴富、

“鼻梁增高，眼睛变蓝……成了一个高贵的美国人”（查建英，1991：233）从而跻身

上流社会的幻想来自我安慰。以美国人为高贵而以自己为低微，流露的是民族的自卑

心理，以及背后所代表的第一与第三世界的冲突。要取得加入这个世界的资格，唯有

让自己拥有同样巨大的财富，而自己东方人的特征成了最大的阻碍。外貌特征是民族

的具体表现，伍珍显然对自己无从掩饰“第三世界居民”的身份感到无地自容，这自

卑来自于贫富的对照，看似是以第一世界的视角论述第三世界，实际上却是第三世界

的自我审视，所凸显的正是第三世界居民对本身形象的贬低。 

〈最初的流星〉中，母亲所挑选的庄重浅灰上衣，使“我”在西方舞会里黯然失

色，充满土气。伍珍穿上自己裁的红裙子，在中国引众人侧目，在美国却无法毫无西

方的时髦。她曾奉为经典的语录，在美国简直不足一提。“对于自己的民族的生存具

有迫切意义的一切，在第一世界中却显得荒诞和可笑”（张颐武，1989：30）。当留

学生致力于脱离第三世界居民的身份，停留在过往生活状态是他们引以为耻的。〈献

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中，在华语小报社混日子的“我”被朋友责备“万里迢迢跑到

美国来还泡在中国人堆里穷混”，没有脱离中国人“穷”的困境（查建英，1991：

283）。〈丛林下的冰河〉的“我”赴美数年后回到中国，西北肮脏的茅厕、传统的砖

房土房，使“我”极不适应，中国成了物质上陌生疏离的“他者空间”，美国才能满

足“我”的生活理想（蔡晓慧，2014：79-80）。在这样的对峙下，这些第三世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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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往往卑微羞愧，由此转变为对第一世界的迷信和崇拜，认同西方文化而排斥中

国的柴荣和芬原便是其例。他们所表现的不仅是对物质的追求，更是对美国崇尚自由

的个人主义的追求——正是国内高度压抑的思想环境与精神的匮乏，使他们将理想寄

托于美国。 

査建英作为 80 年代赴美留学的先锋，难免使人将其经历与笔下的留学生联系在一

起。然查建英留学时获得了数千美金的研究生奖学金，在美国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

打工亦非生计所迫，而是“增长人生阅历的一种方式”。她不像其他中国人有民族心

理负担，自觉在美国低人一等（河西，2014：33）。由此，她的留学生文学自然不似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那样流尽血泪的留学体验，反而对美国大都市抱着向往和冲劲。

生活坎坷的伍珍倒是她笔下的特例。伍珍是距离她“个人经历比较远的一个故事”，

与她的“生活轨迹、追求、情感方式都很不同”，而她本人则隐藏在虚构的男性叙述

者背后，以旁观者的视角讲述故事（江少川，2014：77）。伍珍与查建英的生活经历

存在差异，她对伍珍的书写，或来自于她本人的经验与中国留学生的一种典型形象的

结合，非全然是她本人的经验。査建英的生活压力虽相对轻松，也不得不承认“改革

开放没多久的中国摆脱了一穷二白，但物质上仍然非常贫穷，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是

觉得美国真舒服啊”，美国快餐对“在国内没吃过多少油水的”他们来说是美味佳肴

（河西，2014:33），这种物质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她通过伍珍曲折的留学生活，

集中表现了第三世界的自卑与寒酸，凸出两个世界的经济基础之差异，这其中有虚与

实的并存，是査建英的真实体验与某种程度上的文学修饰效果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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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源根与恋人：民族血缘与历史记忆符码 

 

 

留学生生活在异域，除了求学打工，也有爱情的点缀。尤其在以女性为主要描写

对象的留学生小说中，爱情常用于表现留学生所遭受之种种挫折。严歌苓于〈雪地上

的星星〉中所描写的美国留学生罗梅卜，即是为了爱情和婚姻而焦头烂额的典型留学

生形象。然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中，其主人公的爱情往往跳脱框架，不仅用以建构留

学生的异域生活之苦痛，更是经过文本内相互穿插的中西文化对峙与主人公的情感历

程，升华成蕴涵历史记忆的民族符码。残留在留学生心中的、对昔日爱情的留恋和寻

求，意味着过往的历史记忆之于文化身份的作用力。留学生与爱情的纠葛，也是他们

与异乡/故乡之间的纠葛，代表其文化身份面临的危机。 

 

第一节  民族血缘与历史记忆书写 

 

查建英的主人公在国内的生活记忆往往充斥反右、文革的阴影，并在他们出国留

学后仍紧随其后，成了甩之不掉的包袱，使这批留学生背负着深刻的民族历史，给查

建英的留学生小说附加了与众不同的历史蕴意。 

1957 年，中国发生反右运动，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奏。为整顿党风、消

灭反共的右派人士，许多国人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并予以定罪，国内一时风声鹤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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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危。运动发展至后期，反右风气越演越烈，做法愈趋极端，上级给每个单位定下

反右分子的百分比，以此决定反右分子的人数：“一个单位应有 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

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R·麦克法夸尔，1998：271）。在这样的体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进一步贬

低，大量知识分子备受诬蔑并下放农村，最终死于饥荒。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终于发展至极端。经官方渲染的批斗、揭秘行为，致使大量知识

分子备受其害，经历了不人道的虐待、殴打与严重侮辱，被杀与自杀者不计其数。 

反右、文革的阴影笼罩给留学生带来精神创伤，建构了留学前的国内生活记忆。

文本中的留学生提起此类伤痛时往往轻描淡写，不做浓郁着墨，但从其言语之间却可

探出伤痛之深。时间与空间的改变并不能使创伤愈合，这些从故土带来的伤痛记忆仍

然深植心中，且时不时提醒留学生：自己与故乡仍然存在无可磨灭的内在血缘。 

〈丛林下的冰河〉的“我”随着美国男友捷夫参观美国监狱，向捷夫提起“我”

的父亲从前因文革而成了政治犯。然捷夫对文革和政治犯不甚理解，其茫然的反应终

使“我”沉默，尖锐地指出“我”和捷夫之间的差异，在于各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历

史记忆的根本性之不同。于“我”而言极其惨烈的文革，在捷夫那里却成了陌生的词

汇，完全无从想象其背后的腥风血雨。在这陌生的世界里，没人知晓“我”所来自的

东方国度，“我”的家国所经历的悲剧于他人而言不足一提，正是令“我”倍感寂寞

凄凉的原因。 

文革的作用在伍珍身上尤其深刻。与其他文本相比，反右、文革在此小说篇幅更

长，色彩浓厚，是构成伍珍人物特色的重要元素。反右运动中，伍珍的父亲被视为右

派，自此一蹶不振。母亲愤然离婚，她的继母是毛泽东思想支持者，以背语录和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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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伍珍的方法，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小事都要上纲上线分析教训。伍珍自小深而

彻底地浸染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致力于学习毛选，写心得与大批判稿，此后更随着

上山下乡的热潮去了陕北农村，历尽磨难。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是伍珍的国内生活的基

调，促成了她离婚堕胎的决绝之择，更是她留学后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便是在深入美

国文化和生活之后，仍能见到反右和文革在她身上残留的余韵，且往往在她毫无戒备

的时候冷不丁袭来，使她惶惶然生出时空错位之感（查建英，1991：208-209）。 

中国封闭的社会体制和思想体系施加于留学生身上的阴影，使他们以赴美留学为

出逃手段，而这种阴影往往来自于父母辈。〈最初的流星〉的“我”自小饱尝文革之

苦，父亲因工作上与国外有联系而遭处死，母亲自此神经兮兮，异常敏感，对“我”

的管束愈加严苛而趋于极端，严重束缚“我”本应享有的自由社交、恋爱的权利。在

母亲的管制下，“我”只能穿戴保守的黑发卡和灰上衣。母亲对于国外的人事物更是

异常排斥，严重干扰“我”的日常社交。西式舞会上，“我”猛然想起插队时的老农

弓腰使锄头，想起农村灰褐的土地和抹鼻涕的孩子。这些反右和文革所遗留的似有若

无的精神创伤，一直左右留学生的生活。在查建英巧妙的处理下，这些历史记忆以另

类独特的形式浮现于文本中，和留学生的心境变化产生互动。 

 

第二节  中国与美国，爱情与婚姻 

 

以女性为主角的留学生文学，其中不乏爱情与婚姻的相关描写。这些留学生在异

乡努力追求完满的爱情婚姻，但结局总不甚完美。爱情与婚姻往往与学业、工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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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元素结合，集中勾勒留学生在异国受挫的经历，凸出他们在迷茫中的艰苦求存10，

描述“她们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处处表现出和中国传统文化扯不断的纽带关

联”（朱贝特，2016：18-19）。然，查建英的留学生的爱情对象往往跳脱框架，升华

成一种更广义的符号，一种具备历史蕴意的集体印记，这些对象可以是典型而极为普

通的平凡人（余宝发、小宁），可以是没有名字、形貌、身份和性格描述的（“D”），

由此加深了他所具备的符号意义。 

留学生在异域历尽艰辛挫折，体认到美国生活不如理想中美好的同时，也发现自

己在美国难有真正的心灵依归。出于精神寄托及文化身份定位的迫切需要，他们转而

投奔一度遗弃的祖国。伍珍在中国上山下乡时认识的知青余宝发，与伍珍的国内生活

记忆交织在一起，是反右与文革的伤痛记忆与民族血缘的凝聚。余宝发与伍珍之间的

结合，是伍珍与故乡的历史记忆的结合。她和余宝发的婚姻使她和故乡更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 

出国留学使伍珍狠下心堕胎离婚，与余宝发/民族记忆决裂。出国后的她在学业、

工作、生活、爱情上一再摔跤，日愈颓丧，其爱情历程尤为坎坷——她反复与不同的

男人交往：落魄的山姆、性无能的约翰王……她在这段时间内付出精神和肉体，从原

先保守的性爱观转变为自由开放的婚姻观，极力剔除身上的原乡印记，却造成了她与

源根的精神疏离。爱情上的一再受挫终使伍珍崩溃，她在凄凉无助时几近饥渴地阅读

余宝发的来信，无疑是在异域受挫后转而向故乡记忆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本能。伍珍

自以为果决地与前夫/历史记忆断裂，然她对余宝发的来信“活像一个溺水之人望着一

                                                           
10严歌苓在〈雪地上的星星〉给罗梅卜安排了一段令她心驰神往的邂逅，看似是她在令人身心交瘁的课

业压力中的唯一慰藉。最后在爱情上的彻底失败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罗梅卜对异国的理

想完全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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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漂浮的芦苇”的极度渴求，正是她在空虚迷狂时一再挖掘记忆深处的家国，试图寻

求精神依归以强化文化身份的渴望。 

这种精神慰藉的寻求在〈丛林下的冰河〉有了更进一步的叙述。小说中的“我”

在留美数年后决心回国寻找昔日恋人，尝试再次建立“我”与民族血缘的内在联系。

来自中国的“我”看似与其他留学生不一样，完全适应美国大醉狂欢的放纵生活。然

而与美国男友捷夫分手之后，“我”突然想起故乡的恋人“D”，从而回到西北去寻求

一切与“D”相关的线索。这种寻求不外是追溯曾经深植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血缘。

“我”在寻求的过程中回望故国，一再以种种符号和意象表征对故乡进行重构，试图

重新建立与家乡的精神联系，挖掘自己心中深埋的民族本质，因为“‘我’赴美留学

虽然宣告了和‘D’的恋爱关系的终结，却并没有就此中断与‘D’的精神联系——‘D’

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过去‘历史’的化身”（刘俊，2000：33）。 

“我”早已认知到自己与捷夫的交情不会长久，意即“我”始终无法成功与美国

建立内在血缘的联系，这份“先爱后离的情感经历”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欲拒还

迎的心态折射”（李兴文，2007：82）。“D”是凝聚了民族记忆和历史记忆的结合体。

“我”曾毫不犹豫地与“D”断裂，遗弃了民族历史之纽带。但“我”无法将“D”彻

底割离，意味着“我”始终无法摆脱身上的民族印记。“我”放弃与捷夫/美国文化的

联系之建立后，便转而向故土记忆寻求依托，却发现“D”早已死于冰河之下。“我”

对“D”寻求的失败，也是与历史的内在血缘再建立的失败。印度人巴斯克伦的命运和

文本中出现的西方小说《丛林中的猛兽》，双双以不同的人生经历述说了同样的伤痛

——与人生本质的生命意义擦肩而过。他们作为命运的败者，与“我”从拥抱美国文

化到寻求家国记忆的挣扎过程交织在一起，无疑是对于“我”的生命悲剧的一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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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他荒凉的结局正是“我”无可逃避的未来。但“我”始终没有发现巴斯克伦的

种种暗示，从而失去历史重负，使生命徒留平淡轻虚。   

“80 年代初的留学生小说背负着历史的重负，国外的任何信息到他们这里都会归

结到群体的意识上，他们永远摆脱不了中国，摆脱不了过去的那个阴影”（王丽亚，

2012：58）。在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中，历史重负一方面形成留学生无法摆脱的精神

创伤，一方面又促使他们不得不在受挫时呼唤故土，以求慰藉。这种家园情结乃是一

种“重返母体”的现象，是人类“对归属、安全、爱护的期盼”（张卓，2010：61-

62）。历史重负不仅是他们的伤痛，也是归属。在异域生活情境下所遭受的种种挫折，

使这份重负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印记，是精神与心灵的原始依归。“我”对“D”的离

弃，使“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某种理想与精神”永远地失落了。这些恋人在记忆

中升华成故土历史的象征性符号，更是民族本质的表征。“我”急于追求异国冒险，

却丢失了与家国历史的内在血缘。留学生与爱情的纠葛，正是他们与民族血缘和家国

记忆在断裂与联系之间游移不定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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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化失落——源根与异乡的拔河 

   

 

  文化失落与身份焦虑下产生的“边缘人”11与“无根的一代12”是留学生文学永恒

的课题。“只要在不同文化的冲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就会出现”，在

异文化的冲击下，身份认同成了对生存而言迫切的问题（周宪，2007：248）。美国丰

裕资源所建构的物质神话，以及故土家国的历史重负形成的双向拉扯力，使留学生面

对文化身份的裂变，反复在东方与西方、源根与异乡之间游离悬荡，重复文化身份的

破碎与重构，迷失了精神家园。她们无法从矛盾中逃离——“学习西方是对西方的承

认和接受，是对自己历史的觉醒和对自己传统的叛离；但保持传统却是对西方的拒绝

与抗衡，是对自己历史的确认和对自己传统的继承”（陈慰萱，1997：44）。这些个

体境遇的悲剧命运，正是留学生群体流离异域的巨大寓言。 

 

第一节  对异文化的迷茫、排斥与接受 

 

                                                           
11 边缘人（magrinal man），指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人，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 E. Park）在其

论著《人类迁移与边缘人》中，基于长年对犹太民族的研究而提出了此一理论（转引自余建华，

2006:53）。一说此概念来自于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 Hum Lee）的著作《中国人在美国》，特指夹杂在

两种文化、世界之间，受到双重乃至多重文化的冲击，产生认同焦虑，在文化心理上亦此亦彼，又非此

非彼的人（转引自赵猗涵，2011：7）。 
12 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通过主角牟天磊的塑造与描述，提出了“无根的一代”之概念。

她在文本中指出：“Gertrdde Stein 对海明威说你们是失落的一代，我们呢？我们这一代呢，应该是没

有根的一代了吧？”（於梨华，1984:76）他们在台湾和美国共享“他者身份”，始终无法真正归属于

任何一方，造成了“无根飘零”的处境，“无根的一代”成了留学海外的学子的代名词。（吴明，20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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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指一个文化的移入对原有的文化造成冲击，在演变

过程中，导致原有文化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甚至文化解体（deculturation）

（参约翰·克拉尼奥斯卡斯，2002：102）。出国或留学域外是一种“跨文化”的翻译

行为，通过“两种文化的对话与调整”而产生的新意识与体验，将导致留学生的“生

存处境与身体存在方式跟传统形成某种的疏离”（辛金顺，2015：245）。 

文本中，美国展现了第一世界的种种优越之处，然库恩的绝望自尽、巴斯克伦的

抛妻弃子、在〈周末〉中孑然一身的“他”，都象征“西方精神理想的破产”，意味

“逃离故乡，远在他乡的代价”（池雷鸣，2010：11）。他乡与故国对留学生而言兼

具吸引力和排他性，“当中国留学生带着自己已经形成的文化结构进入一种全新的异

质文化结构中去的时候”，则导致文化定位的“失调和失衡”（李倩，2009：13-14）。

长久为东方文化所孕育的中国留学生，面对与民族价值观相冲的异域文化体系，他们

或排斥或包容，从多方面展现了各异的姿态和反应。 

美国虽提供了机会，许多留学生在接受美国资源的同时又深受其苦13。查建英所描

写的留学生往往不同于此，他们没有民族意识的枷锁，对美国文化持开放欢迎的姿态，

少有激烈抵触或抗拒。文本中排斥美国文化者多以不具名配角的方式出现，他们代表

典型的、坚持纯粹东方文化而拒绝接受美国文化的留学生。〈丛林下的冰河〉的中国

留学生同胞完全不能接受“我”与美国朋友亲密的招呼方式。在美国的派对上，面对

的完全融入派对的“我”，他们只能“倚纱门而立，那神情如隔岸观火”。这不啻是

                                                           
13白先勇笔下〈芝加哥之死〉的留学生吴汉魂，为求一纸文凭赴美六年，无法忍受异域与故乡的撕扯所

带来的精神萎靡，最终在毕业那一晚自尽于密歇根湖。美国将他困在“克拉克街廿二层公寓潮湿阴暗的

地下室”，六年苦读徒余书架上那些“腐实幽灵”似的书本，他自己却失去了灵魂，其死亡的关键正隐

藏于他的名字（吴/无汉魂）之中（白先勇，2000：247）。张系国在〈割礼〉中描写了留美知识分子的

精神挣扎。面对保钓运动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他们以知识为屏障，投身于书中“冷凝的欢愉” （林涧，

2007：171）。现实利益使他们不得不屈服，失去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导致他们与原乡关系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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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文化的拒绝，亦是“高风亮节”的坚守，对“无耻洋化”的唾弃。他们迅速传

开种种关于“我”的谣言：“比洋人还洋”、“给中国人丢脸”、“作风令人作呕”，

充满轻蔑和藐视（查建英，1991：117-118）。可见在中国留学生主流群体里，任何具

有“洋化”倾向的、对美国文化表示接纳附和的行为举止，往往被视为对中国文化的

背离，乃至对民族尊严的一种侮辱。 

柴荣与芬原则是对美国文化无任欢迎的代表。芬原作为带领“我”领略西方世界

的领导者，否定中国一切以社会责任为根基的理念，而推崇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相较

于“我”中国式的娇羞女儿态，落落大方的芬原在西式舞会里表现如鱼得水。他认同

西式的生活理念，熟读西方文哲理论，知晓米勒的农民画、雨果的哲学，同时毫不遮

掩对中国的厌弃：“中国算是没救了，都坏在这帮特权官僚手里，民主少得可怜，老

百姓蠢而迂，民族的劣根性……”（查建英，1991：15）。芬原可说是西方形象在

“我”心中的化身。柴荣则是个（自称）自由主义者，主张开放的男女关系，蔑视

“中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的道貌岸然”，讥笑他们的自以为高尚：“其实他妈哪个没

去看过性电影？”又对中国人的固步自封表示荒谬：中国人的脑袋瓜儿“除了孔夫子

和共产主义”便塞不下其他东西 （查建英，1991：239）。 

相较于芬原与柴荣，〈芝加哥重逢〉的男子小边显然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他总

想起中国大学的美好时光，美国的公寓住所是他孤独沉思的象征。留学生虽为了美国

梦不远千里来到美国，但与美国文化的对峙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主流。留学生“试图

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完成对自己精神家园的重构；他们企图在丢失了自我之后重建并

超越自我”（吴爱萍，1995：39），但美国语境下的“他者”（the other）身份使其无

法融入西方异质文化的主流，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上（赵猗涵，2011：12）。这

简中的撕扯与拉锯使他们悬浮在双重世界的边缘，被放逐在文化的隙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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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的是，査建英在描写这些歧视与自卑时，仍是基于中国人的视角，比起

刻画“美国人眼中的留学生”，更近似于“中国人眼中的留学生”。很多时候，留学

生本身所感受到的排斥和伤痛，很大部分来自于同为“中国人”的群体。当地的美籍

华裔移民，甚至是同为留学生的同胞们，给他们带来更多欺压和瞒骗。即便身在美国，

许多留学生仍逗留在华人圈子，他们的故事诠释并非采用完全的西方语境，而是通过

中国人的视角自我审视留学生的形象。留学生在美国社会所展现的自怜自艾，正是源

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自我贬低。査建英早期留学美国时所写的短篇小说也与主流留学

生文学相似，多是“浮光掠影的西洋景……快速地捕捉一组画面、一种情绪氛围、一

些人物素描”，对异域社会文化的思考不深（江少川，2014：77）。当她创作以留学

生的精神挣扎为主轴的小说时14，实已离开美国而重返中国，回到“接地气”的母语环

境（河西，2014：32）。査建英在书写这些留学生文学的时候，不排除有中国语境自

然融入的可能。通过对留学生文学的剖析，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思想与精

神的反映。 

她从中国语境出发，以中国社会内部视角审视这些留美生，甚至是审视美国人、

美籍华裔、以及留学异国人，构成了她独特的留学生世界观。从不同语境看待留学生，

其反映的真相的“失真”是无可避免的。毕竟“失真恐怕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存

在”，且往往带有理想化的迹象（查建英，2006：94-95）。即便是从中国语境看待中

国留学生，有了相异经历、地域、视野的滤镜，所理解的也未必是留学生的现实。当

然“现实”为何，在不同视角之下又有不用的诠释和理解。 

 

                                                           
14 〈芝加哥重逢〉、〈头版新闻人物〉创作于 1986 年，〈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创作于 1988 年，〈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创作于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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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身份焦虑：悬荡于双重世界的夹缝之间 

 

留学生对身份认同的追寻，意味着“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

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周宪，2008：188）。当留学生

长期处于与东方相对的西方异质文化结构中，发现自己的文化体系与当前社会产生矛

盾，导致身份认同发生裂变时，便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强烈诉求，

促使他们重新反思自己的社会定位，试图消弭文化的剧烈冲突中所导致的心理矛盾。

“当个人或群体移居异域或者与一种异质文化正面相逢时……彼此的风度（俗）习惯、

思维方式、价值体系迥然不同甚至产生冲突和对抗，身份认同问题便从隐性位置走到

了前台”（蔡晓惠，2014：31），从而导致了身份焦虑。当留学生失落了民族文化，

又放弃了与异质文化的融合，迷失了精神家园又无以重新建构之，便成了文化夹缝中

的流浪者。 

伍珍作为美国文化的推崇者，为求得绿卡，不惜抛弃固有的民族价值观，积极融

入美国社会。伍珍表现了中国学生身处美国社会体系的突兀——她恨自己“老记不住

跟老美必须直来直去”，仍改不了中国人委婉迂回的处事方式，以至于在学业工作处

处碰钉。美国习俗难以融入，故乡文化又令人无法接受：伍珍参加一场留美中国文人

的聚会，发现自己在政治、文艺圈子皆有隔阂。饭局上一批文人此起彼落的言语论战

中，不断出现中西文化表征的冲突：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拿破仑和忽必烈，也有流落

美国社会边缘的中国人的挣扎：“跑到别人国家来当三等公民”虽委屈，但“回去连

五等公民都当不上”，毕竟“中国人作践起自己人来能比洋人毒上十遍”，于是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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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他们陷入“一瓶子不满，两遍晃荡”“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窘况，

反映留美中国人进退维谷的困苦，亦是对失根状态的辛辣讽刺（查建英，1991：222）。 

伍珍崇拜美国丰裕物质，又无法与原乡决裂。与余宝发的离婚手续办妥后，她虽

因（自以为）抛却了家国记忆的负担而感到轻松，但余宝发信上所记述的家国琐事又

使伍珍产生回到中国陕北的空间错位。她迫于现实因素而抛却中国式的婚姻和节操观

念，余宝发的爱情却成为她衡量性爱的标准和楷模。伍珍想要找一个美国丈夫，山姆

的落魄与约翰王的欺骗使她对美国的精神理想幻灭，伍珍由此转而向故乡（余宝发的

信）索求理想。就其结果而言，这种索求是失败的。她发现自己最后一无所有——因

约翰王而失去肉体，又失落了余宝发的爱情，在美国没有归属感，又失落了中国的精

神家园。“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下，个体根据已有的文化意识进行文化心理及行

为的调整”，为了异中求同，就必须对文化进行融合与重组（徐芳，2016：86）。伍

珍作为一个极力自我“美国化”的中国人，价值观、爱情观不停向美国靠拢，骨子里

却烙印深刻的家国历史，阻碍了她与异质文化的结合，使文化融合走向失败。伍珍在

美国所遭遇的悲剧，是中西文化结构剧烈冲突下的结果。文化上的无所依归让她产生

身份认同的焦虑，使她始终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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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伍珍相比，〈丛林下的冰河〉的“我”在异域社会的适应方面全无阻碍，似乎是个

全然美国化的中国人。然，“我”虽期盼做个疯癫西洋人，却仍是在用汉语在思考；

“我”看着美国的一景一物，脑海中浮现的是中国文化符号：美国南方小城的闷热比

对“红泥小火炉”，西洋摇滚乐比对杜甫诗句。文本中的巴斯克伦作为“我”的未来

的预言性存在，他对归属的游移不定出自于文化认同的焦虑，所反映的正是“我”内

心深处对美国文化的茫然。 

  “我”和捷夫/美国的分手是中西对峙的结果。“我”期望依靠与捷夫的爱情使

“我”与美国文化重建和谐联系，记忆中的家国历史却始终阻碍着双方的融合——

“卖山楂糟、江米条的老头儿。大雪中飘扬中静止不动的飞檐流瓦……支援麦收时农

民孩子跑抛过来的花蛇皮。D。冰河。D。” （查建英，1991：135）一连串的故乡文

化符号，意味着我对家国文化本能的渴望。美国始终不能满足“我”对身份定位的需

求，导致“我”放弃了与美国文化内在联系的建立，转而藉着对“D”的寻求试图重构

身份认同。但“我”惊觉自己与故乡之间的疏离：物质条件的落后、社会风俗的封闭，

朋友之间没了话题，父母因“我”穿着背心见客而对大怒——本应熟悉的故乡“成为

一片陌生和疏离的空间场域。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中国都成为异质的‘他者空间’”

（蔡晓慧，2014：79）。种种迹象导向了我对“D”寻求的失败，美国与中国都不是

“我”的归属，从“我”放弃“D”的那一刻，就是文化认同焦虑的开始。 

长年的西方生活经验使留学生对“西方/异域”和“东方/故乡”的认识产生变化，

故乡与异域或将成为不同的符号（查建英，2006：68）。家国（历史）和异域（现在）

对留学生而言兼具吸引力与排他性，他们始终无法成功与任何一方共融并建立内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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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联系，任何一方也不曾认同其为同类，由此造成了身份解构的危机与焦虑（郭群，

2007：462）。文化作为个体之间的粘着剂，不仅影响群体对个体的认同感，更强调群

际关系的协同性（邢媛，2017：106）。为了融入异国，他们势必要疏离故国文化，骨

子里的文化浸染和民族意识又使他们无法顺利与异质文化达成内在的和谐状态，由此

产生了身份定位上的分裂和矛盾：我属于中国？美国？抑或二者皆非？查建英借〈芝

加哥重逢〉中的“我”表达了这种拉锯之苦： 

 

 

 

  查建英所描写的这些留学生的个体境遇与精神悲剧，无疑是流落异域文化而无所

依归的集体民族代码。在他们身上，中西文化的对峙受到尖锐而深刻的凸显，文化归

属的失落与身份认同的裂变将他们推往双重世界的夹缝，失落了文化认同的立足点。

这种精神上的焦虑和矛盾演化成内心的寂寞和痛苦，恰如〈丛林下的冰河〉的“我”

在最后醒悟巴斯克伦的警告：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留学生抱着理想来到美国，

却不得不以认同的裂变与家园的解构作为代价。他们处在异质文化与家国记忆的撕扯

中，面对文化认同的矛盾，反复在身份定位的裂变与重构中游移，既无法背离源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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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又无法抗拒美国的理想。掏空了民族印记之后，其所面对的结果，正是“我”所

畏惧的——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和理想之后，一种无以挽回的生命的轻虚与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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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作为时代趋势的产物，査建英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记录了随着第三波留

学潮而远赴美国的留学生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精神轨迹。然她的作品基调与那些艰苦求

存的留学生书写并不相同，更多的是一种初生之犊的无畏无惧，渗透了她当年留学时

的冲劲，是留学生文学中众多书写中的一类。留学生文学是她的真实体验与一定程度

上的文学修饰效果的产物。伍珍作为她笔下的一个特例，更近似于留学生典型形象与

文学叙事技巧的相结合，而非全然来自于她的真实经验。伍珍在美国历尽坎坷，与査

建英相对自由丰足的生活并不一致。但她也同样在初至美国时对英文感到棘手，〈丛

林下的冰河〉的“我”所体会的挣扎，也是查建英“在中西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游

走、彷徨、困惑的感受”的真实反映（查建英，1991：77）。这简中所流露的个人真

实感受是无以磨灭的。 

她通过留学生爱情的书写，将爱情升华成富含民族与历史蕴意的符号，从而探究

留学生与家国血缘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反右运动与文革的阴影成了一种精神创

伤，然它对于留学而言，确实是构成家国与民族的重要的一部分。刻意除灭身上的国

家印记，反而使他们与家国产生疏离。历史重负对这些留学生而言虽然成了他们在第

一世界寻求理想的负担，却也缔结了他们与故乡之间内在血缘的联系，让他们在异质

文化中踏实地踩在土地上，使生命不至徒留轻与虚。若将家国记忆尽数掏空，反而使

他们身处双重文化的剧烈撕扯中，失去身份定位的方向与归属，迷失精神家园，导致

文化认同的裂变，成为文化上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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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苦于无法将美国视为心灵归属，又失落了故乡的精神家园的留学生而言，

美国梦成了一个矛盾。然，这些漂流海外的留学生是否必须永远对出生地表示忠心？

抑或能坦然认同异域为其精神依归？又或者，他们是否能达致一种平衡，坦然游移在

双重世界之间，对自己“边缘人”的身份表示认可与接受？对查建英而言，即便可能

遭遇身份裂变的危机，留学带来的深刻的危机与失落感却是十分可贵的，使她们埋首

于不停的自我发掘和重生，而那些“把自己包在一层壳里，钻进唐人街或赶快打道回

府”的群体，自然不会有危机、摔跤和丢脸的机会，也不会有重生了（查建英，2006：

80）。因个人的选择而游离在双重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生存状态，又何尝不是一

种可贵的自由。毕竟对查建英而言，选择的自由所导向的结果不一定完美，但她还是

坚决要这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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