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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mac McCarthy’s latest novel The Road has been widely acclaimed ever since its debut in 2006.
In view of the depiction of the horror of a post-apocalyptic world, this essay 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 of the journey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unique pattern of its narrative in relation to the content, in an attempt to throw light on the father’s belief that there is no way to bring
salvation back for human, and if there is any, then suffering is the only 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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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作家科马特麦卡锡的最新作品《路》自2006年初次亮相就好评如潮。鉴于作品中描绘的启示录一般
末日之世的恐怖图景，本文试图从小说中父与子末日之旅的特殊叙事模式为出发点，阐释其精简的叙事
风格与其内容的关系，以探寻文本中父亲的信念，即人类没有任何拯救的力量可以依循，唯一可以确信
存在的便是人生之旅中的苦难。最终以一种无动于衷的方式去应对人生的苦难便是其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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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马特麦卡锡 2006 年发表的《路》自出版以来就广受批评界与读者的喜爱。这部荒凉恐怖的小说还
给作者赢来了 2007 年的普利策大奖。故事叙述看起来十分简单精炼，只是关于一对父子在不明原因的末
日美国的路上艰难地向南方长途跋涉。小说中的自然世界图景已经全然是毁灭后的可怖惨状，绿色的有
机生态环境被灰暗烧焦的荒野替代，不仅如此，一切人类建立起来的文明也摧毁殆尽，甚至这父子二人
都未提及姓名。仅存的零星人类在冰冷的大地上如漂泊的孤魂野鬼，无依无靠，不知去向。除了要忍受
不断侵扰的饥饿与寒冷，更有随时出没的食人族的同类残杀威胁着本已生存希望渺茫的生命。一路上小
男孩在父亲的关怀与保护下，坚持了下来，直到故事的结尾父亲去世，小男孩遇到了一家好人。文本中
反复出现的“带着火种”及最后一段的神秘色彩使许多评论者把论证的焦点集中在文本是否最终透露出
一线希望的核心问题。
在 Matthew Mullins 的文章中，他指出应该转变争论的中心，强调文本突出的根本问题是现代性的失
败，即主要是其颂扬过度的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而不是关于重建一个新世界的可能。根据他的论述，
小说以人文主义和某种超越的力量回应饥饿的问题，因此《路》可以看做是一种书写的新范式，它不仅
揭露了其他纠正现代性问题的尝试中存在的缺点，而且也是现代性本身的一种启示[1]。然而，其文章中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蕴含了小说关于希望存在的可能性。鉴于文中的父子为何在凶险的末日启程，父
子何以在困难重重，毫无希望的旅途中坚持南行，男孩在父亲死后命运如何等，男孩父亲的信念及希望
的主题恐怕是难以回避的。这些问题横亘在小说的始终，涉及到故事的叙述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故事中
透露的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及小说中父亲特殊的信念。本文试图从父子旅途的叙述模式入手来探索男孩
父亲的信念，以证明人类没有来改变命运的救赎力量，等待未来的只有无尽的苦难。

2. 小说中旅途的叙述模式
本篇小说的最明显书写特征就是质朴，不招摇。整个故事以一种很自然的时间顺序平铺开来，间或
偶尔穿插小男孩母亲的故事，及男孩父亲的梦境与零星回忆。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没有引人入胜
的场景风貌，文本以简洁的短句子和抒情歌词式的描写来呈现一个及其恐怖的故事[2]。其对地貌诗意般
的描述与一片荒芜，寸草不生的大地上诗歌的完全剥离的事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处颇有海明威的写
作手法的迹象，他强调说，写就应该清楚地写那些真正的痛处。《路》中用一个生动的叙述跨越了时间
的尽头讲一个人间的故事。其形式强劲有力，其内容击碎人的情感，绵延的重复中又富有微妙的变奏，
这种结合谱写了一对瘦弱饥饿的父子，如死尸一般行走在没有结局的恐怖电影里的哀歌。故事的开篇既
是父子旅途的开端，结尾即是父亲的死去，并已对他全心热爱的儿子做好了交代与祝福，使其能够开始
新的未知旅程。尽管没有来世的期许，没有上帝，没有拯救者，除了必死的事实没有任何确信，小说《路》
依旧是苦难与救赎的结合，因为无人能理解生命的全部奥秘，而唯一的希望仅仅在于生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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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像教授一样阅读文学》一书中，作者福斯特在很短小风趣的一章中总结，每一个旅行都是
一次探寻，而这种探寻的模式通常包含五个部分：1) 探寻者；2) 将要去的地方；3) 已给出的要去的原
因；4) 路途上的挑战；5) 真正要去的目的[3]。小说中，这对父子是主人公探寻者，或者说小男孩是真
正的探寻者，一路上在父亲忠心的保护与指导下前行。将要去的地方就是他们以为温暖的南方，因为时
下已是十月份但还不太确定，可他们在原地怎么也不能再熬过一个寒冬[4]。路上的考验与挑战有来自内
部的短衣缺食的寒冷与饥饿，以及父亲身体疾病的消耗；还有外部带着敌意的环境，倒下的大树，食人
的恶人及其他路上出现的陌生人。而最后一条，真正启程的原因则相对复杂，以下是本文的分析。

3. 父子启程的原因
在一档 2007 年 6 月份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的采访中，主持人奥普拉询问麦卡锡此书的创作动因，他很
自然地回答道：“哦，就是一个男人和孩子在路上而已，很简单的一个故事”[5]。作者在写作之初也没
有如何发展故事叙述的蓝图，也不知如此的启示般的梦境来自何方。他说当时和儿子约翰待在旅馆，他
看着熟睡的孩子和窗外的夜景，听着远方传来的声音，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故事的写作[2]。他也把这本书
献给了这个在他老年时所得的儿子。他深知在他有生之年他不能陪伴这个孩子太长的时间，因此一种阴
郁悲凉的色彩也一直萦绕在故事中的父子身上。他对世界的担忧正如小说中父亲担忧的一样。小说写作
的大的背景是 9·11 恐怖袭击事件与美国的入侵伊拉克战争[6]。世界被人类的贪婪与仇恨轰炸得支离破
碎，文明的多样性可以在瞬间被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摧毁。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给生活带来无尽的便
利的同时，也夺取了人们感知生活及与周遭世界紧密联系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故事中他们每发现一件
物品都如此强调，甚至喝上一口可口可乐的日常行为变成了像神圣的仪式一般庄重。世界的毁灭是彻底
的，不可逆转的，毫无希望的，正如男人说的“每一天都是一个谎言，但是你在慢慢死去，而这却不是
谎言”。
他们的世界已经完全剥离了一切建立起来的系统与实质，留给男孩与父亲直接面对生与死的问题。
这是一个不能再保存生命的险恶的环境，留下只有坐以待毙，父子必须采取行动了。当男孩的母亲以自
杀的方式来拥抱永久的虚无之时，男孩的父亲决定坚持活下去。说男孩母亲的虚无主义是被谴责的是不
公正的，因为文本中真正谴责的是夺取他人生命的食人族。实际上男人并不能劝服他妻子改变心意，而
且承认她说的是仅存的事实。他无法反驳因为无以反驳，理智告诉他们没有一线存活的希望。当他们来
到了生死去留的十字路口，男人显示了一种荒诞的信念与希望：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男孩，而这正是上
帝指派的。
而男孩母亲在自杀之前也留给男人类似的话，“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那就是你不会只为你自己活
着，我知道因为我从未到这种地步。一个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相互支持早就跟路过的幽灵在一起了”。
她的那句“我们是行走在恐怖电影里的死尸”使男人觉悟到是时候去寻找真正的生活，该为生活增添一
点意义了。父母二人都不想面对世界的末日并看着孩子死去，于是父亲打算踏上南寻的道路。归根到底，
这也是父亲那无根无据的希望，以及对他那必死的事实的拖延，同时也映照了父亲对人生的信念。

4. 小说中父亲的信念
正如哈姆雷特在同名戏剧《哈姆雷特》中所遇的难题一样，在检查衡量了所有的可能之后他发出“生
存还是死亡，这才是问题”的感慨。他预先感知了他那无解的命运并最终平静地等待他的归宿。在第五
场第二幕，他说道，“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
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7]。这种明显的虚无主义看起来更像是认识上的绝望，而不是行动上的不顾一
切，反而是一种获得的平静[8]。故事开始时，父亲感觉一种难忍的怨恨，并诅咒上帝，但后来他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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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复强调他们自己是好人，身上携带着火种。这不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漫游者的语气，也不是像男孩母
亲那样选择虚无的做法，而是一种真正的面对人生命运的不为所动，无动于衷。
这种无动于衷解释了男人荒唐的信仰，它也在他们路途上遇到的老人那里得到了印证。老人拒绝给
出任何关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尤其是他的名字。除了他的确很老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对男人说：
“我不能相信你，或是然后再做什么。我不想让任何人提起我，说我在哪里或在哪里说过了什么。”他
意指人们可以谈论他，但那却不是真正的他，别人谈论的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实际所指的名字罢了。他又
接着说：“我可以成为任何人，在这样的时代，说的越少越好”。听起来似乎我们只有通过小心地被命
运忽略，从而愚弄命运以躲避它最后的清算。尽管世界残暴无比，几乎没有人想真的离开它。人们依然
带着一丝最微弱的希望继续禹禹独行。
男孩和父亲总是不断地被倒下的树，地震及冰冻的恶劣天气所困扰，这种恶意的自然环境也呼应了
历史上那些早期的先驱们面对满怀敌意的荒野的恐怖描述。小说也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圣经》的《启示
录》[2]。美国文学的天启式的传统，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经济危机，环境危机，信仰危机，切身的
生存与安全危机等使后启示录式的感觉在当代人之中异常流行。于此同时也解释了这种复杂的梦魇式的
创作并不能算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残酷与丑陋的夸张。在这场父与子的旅途上，父亲充当孩子的供养者与
护卫，他们就这样暗无天日的一天一天地走着。父亲选择西西弗式的痛苦的承受，坚持着，只为相信男
孩是人类那最微渺的未来[2]。只有男人自己知道他的苦难的尽头便是他的死亡。而当他看着如此瘦小的
儿子，一双熠熠眼睛因突出而像个外星人时，他是多么不忍独自离开。在死之将至，男孩乞求父亲将他
带上，父亲这时说：“我不能抱着我死去的儿子，我以为我可以，可我真的不能”。至于这个男孩，他
必须静待自己拯救的力量。
一个人为何而生，为何而死，何所弃，何所留，何所持，小说故事激励着读者去询问关于奉献，生
存，勇气以及目的等这些面对恐惧与毁灭的至关重要的问题[6]。“善”最终能够如男人所愿找到小男孩
及他看到的那个孩子吗？结果很难是肯定的。在男人给孩子讲的故事中，他们总是好人，而且总是在帮
助别人，而实际中“善”是很难施展的，他发现他们从不帮助别人。当父亲射杀了一个路匪时他依然要
让男孩坚信他们是好人，恩惠一定会眷顾着他们。在危险突然袭来，他仍然举枪意欲结束男孩稚嫩的生
命以免其落入恶魔之口。只有当危险因某种原因完全清除时，男人才恢复信念与希望。在他眼中，男孩
是纯洁，善良与美的化身，即使他已经无法再欣赏这些，他面临的只有无尽的恶梦，仅有的只是瞬间的
安宁。他甚至在男孩身上看见了上帝的荣光，他说：“如果他不是上帝的话，那上帝从未开口”。
男人把男孩看做上帝存在的担保，并编织神话声称他们在善的那一边来激励男孩还有自己走下去。
当老人说也许男孩信仰上帝的时候，男人很明确地回答他不知道孩子信仰什么。父子在与路上其他同样
饥寒交迫的人相遇时，他们多次面临道德困境。天真善良的男孩不得不要与父亲商议来让他把食物分享
给别人。而父亲必须同时残忍才能保证仁慈，以自私保持慷慨。他们不知自己是否是最后的人类，也不
关心，他们可以确信的是，一旦他们被抹去，旧的世界将彻底消失，而且灰烬之上再无新的世界诞生。
Alan Noble 在他的文章中阐明男人在他每一步都在质问上帝，除了他对上帝的怀疑，他同意他妻子的看
法，即无论怎样挣扎只是徒劳，结局都会很惨，文中的“不能安抚的黑暗”，“压倒性的宇宙的漆黑真
空”等都有多处暗示[9]。男人并不相信有某种超越的力量来拯救他们，也许苦难才是唯一的救赎。
最终父亲离开了，此时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意志坚强，并能勇敢地面对恐怖的世界。
而此时的环境情况依然残暴不减，是男人临死前感情占了上风而无法采取行动结束男孩的生命吗？难道
他忘了把男孩独留在吃人的世界上的严重后果了吗？正在此时，一家好人出现了，但这看起来更像是父
亲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美好的愿望。结局意外突降的救星似乎预示了男孩以及整个人类可能的美好未来，
但理性的分析只能证明这是一个美丽的幻景。男人附有条件的荒唐的信念并不意味着男孩也有此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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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去实现它，小说最后一段神秘的叙述更是使故事结局变得扑朔迷离。鱼类的出现指示新生命，然而他
们身上的图案是关于一个无法放回的世界。其最后一句“悠悠深谷之中，一切生命都比人类古老，它们
低吟述说着神秘”隐含了生命本是神圣，足以令人敬畏的，无论上帝是否在场。即便生命的开端无可追
寻，生命的去向无可把握，活着就是“随时准备着就是了”。

5. 总结
在小说《路》中，人物对话极力压缩，故事情节刻意淡化，集中凸显了启示录世界的死寂，孤独与
惊恐。面对极端凶险的生存环境，呈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对待生命的态度：无情地剥夺别人的生命；
自行了结自己的生命；在无法信仰希望渺茫之时依旧坚持活下去。当人类理性的计算推测无法拥有光明
的前景时，人们可以依然内心怀着有生命才有希望的念想。也许我们并不需要超越性的神圣力量来拯救
我们的人生。生活可能意味着苦难重重，但生命本身就蕴含了救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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