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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ry of Amalia in The Castle is told by Olga to K and readers. The discourse of Olga contains
abnormal submission to the castle, so it is subjective. Meanwhile, in her discourse, the time is disordered, and her words and acts are not corresponding. These make her discourse doubtful and
more difficult to be interpreted. Therefore, in this respect, The Castle is a postmodern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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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堡》中阿玛莉亚的故事是由奥尔嘉向K及读者讲述的。奥尔嘉的话语中隐含着她对城堡当局权威的
异常屈从，带有非常主观的特点。同时，她话语中的时间混乱，其言行也不相符。她讲述的故事真实性
令人怀疑，也使得整个文本的解读更显困难，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城堡》也就是一个后现代意义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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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卡夫卡小说《城堡》的主人公毫无疑问是 K，但在 K 的故事之外，叙述者竟然占用了近四分之一的
篇幅让奥尔嘉向 K 讲述阿玛莉亚的故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在第十五章中，奥尔嘉几乎完全夺取了叙述
者的话语权，同时奥尔嘉这一人物的出场的绝大部分时间即是讲述故事这一过程。由此，通过讲述话语
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奥尔嘉的人物形象以及小说的创作特征。

2. 权威下的异化
在分析奥尔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卡夫卡非常喜欢且经常阅读的一本书，即克尔恺郭尔的
《恐惧与颤栗》([1], p.325)。该书以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最亲爱的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进行有关
信仰与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苏格兰作家、批评家埃德温·缪尔曾写道：
居于卡夫卡世界中心的，以及在其最不令人注目的表现之中的，乃是卡夫卡从克尔恺郭尔那里接过来的关于神的
法律与人类法律的不可相通性的说教。世人是没有能力理解神的法律的，更有甚者，神的法律在世人的眼里还可能是
不道德的：克尔恺郭尔的这一论点的依据是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所做的牺牲，依世人的标准来看，上帝的要求既蛮横又
不公正。而另一方面，世人的责任是按照这种他无法理解的神的法律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哪怕是他从天上得不到丝毫
的帮助也得如此——这就是卡夫卡的信仰的另一面，而这正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城堡》的戏剧基础。([2], p.57-58)

我们知道上帝最后并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了以撒，那么从结果反推来看，上帝一开始要求亚伯拉罕献
祭时是为了验证亚伯拉罕的忠心，也就是说献祭只是一种检验方式，所以从读者的角度看上帝最初关于
是否要以撒的性命是不确定的。
其实，在奥尔嘉的话语中对于索尔替尼写信一事也透露过相似的观点：
比如说，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可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不就磨蹭掉了一些时间吗，然后呢，那时
再上贵宾楼去，到了那里就会听说索尔替尼已经走了，兴许会听说他在刚把信差派出去之后就走了，这后一种情况
甚至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老爷们是喜怒无常，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3], p.196)

然而，她愿意去贵宾楼的原因却是“那种担惊受怕、害怕大祸临头的折磨我会受不了的。”([3], p.195)
那么，奥尔嘉的言语只是为给自己愿意去贵宾楼寻找理由并隐藏自己对权威的畏惧。
再者，克尔恺郭尔认为亚伯拉罕是非常疼爱以撒的，只是在信仰这一特殊性单一个体从普遍性中脱
离出来之后，亚伯拉罕已然没有选择([1], p.60)。如果可以，他肯定愿意牺牲自我换取以撒的性命。奥尔
嘉则不然，她的话语暴露她对城堡及其官员并没有如亚伯拉罕般的信仰。假如她是亚伯拉罕，以撒或许
真的会死。
阿玛莉娅侮辱信使之后，如奥尔嘉所说：“要是你想说服所有鄙视我们的人改变态度，那么这可太
难了，因为这一切的根子都在城堡。”([3], p.202)她们一家的犯罪感确实来自城堡或者索尔替尼，但这并
不是城堡或者索尔替尼施加的。事件发生后，村民们来访虽只是为了了解情况，但奥尔嘉称他们说了几
句话就告辞并从此避免与她家往来。那么，可以说村民们对奥尔嘉一家的排斥是源于在她家了解到的情
况，因为如若阿玛莉娅的罪行早已确定，那村民们大可不必前去询问，直接与之远离即可。“在拉康的
关于无意识的理论里需要他人的概念来使话语得以成立，而在他的关于自我的理论里需要他人的概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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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主体有认同的对象。”([4], p.12)村民们正是看到奥尔嘉及其家人的状态才做出判断，而村民们作为他
者正好进一步加强了奥尔嘉一家自我罪恶感的认同。这一切都源于奥尔嘉内心对权威的不正常心态，一
种不是因为敬仰而产生的病态畏惧。
奥尔嘉之后的行为更是令人难以理解，起先是任由父亲无谓地在城堡附近大路上请求原谅，在父亲
病倒后又自己采取行动前去赎罪。她想到的方法是找到被侮辱的信差以求得原谅，却也明确表示这样做
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不可能有其他结果。也就是说，任何与城堡能够联系上的东西都成了她赎罪的希望，
她也没有对 K 指出他受奥尔嘉一家欢迎的原因是他手里握有一点权力作出否认。城堡这一权力机构正是
由男性组成的，是男性的象征。作为女性的奥尔嘉，认为“男人总是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力”，认定自己
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5], p.199)，也总是想要抓住男性身上所有的机会。为此，即使看不到希望她也愿意
一试，甚至情愿沦为妓女。而此时作为妓女的奥尔嘉，竟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与城堡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并表示对自己所做的事一点不后悔。“从女人方面说，性交是她对男人的一项服务；他获得快感，他应
该用补偿来交换。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出售的物品，对她而言，它代表一笔资本，她被允许利用这笔资本。”
([5], p.205)奥尔嘉此时将自己作为物品进行利益的交换。而后，奥尔嘉确定无法找到索尔替尼的信使，便
想出了一个更为荒诞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弟弟巴纳巴斯去当信使来赎罪，她自己也继续委身于奴役来
“打探消息”。有很多研究者将奥尔嘉比作西西弗斯，认为她想进入城堡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但
他们两者之间至少有一点不同：西西弗斯是被诸神惩罚进行无效劳动的，而奥尔嘉并没有被城堡定罪，
所有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主动所为。其起因也定当在于她本人，即其对权威已有一种异常的屈从，进而才
有了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赎罪举动。
奥尔嘉并不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敬畏之情而赎罪，反而像是为了赎罪而赎罪。从她的言论中我们可以
看到她对城堡有的并不是如神一般的信仰，而是她屈服于权威下不正常的精神状况并因此做出许多荒诞
且不为人理解的行为。那么，如果她是亚伯拉罕，她应该会因为心中的惧怕而真的置以撒于死地，在她
看来，重要的是对权威不假思索、绝对无理由的服从。《第二性》中提到“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
是他者。”([5], p.9)奥尔嘉正是在男权社会渲染下将自己定义为了他者，也正是“他者”这一自我身份认
同让她做出种种不符合常理之事。
奥尔嘉是一个异化了的人，她对权威的思想是病态的，她所有与权威相关联的行为是不合常理的。
这也在她对阿玛莉娅的态度中体现出来，作为姐姐，奥尔嘉称家里的事都由阿玛莉娅定夺，她对阿玛莉
娅也存有惧怕，而这只是因为阿玛莉娅与城堡曾有过一丝联系以及她有着与城堡一般的冷峻。此外，阿
玛莉娅的结局是悲惨的，她“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那么她也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级联
合给她们带来的一个好处。”([5], p.24)
在权威的驱使下，奥尔嘉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来接近城堡，接近权威，并将之神圣化、合理化，而
这一切都是被个体所压抑着的。在这种长期的内心失衡中，奥尔嘉的精神崩溃了，她因之陷入了幻想，
幻想自己的妹妹拒接了索尔替尼是亵渎了权威，幻想家庭陷入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她选择了以牺牲
自我的方式来赎罪，以求得到城堡方面的原谅。那么，她的话语的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

3. 奥尔嘉的自我解构
在奥尔嘉的言语中存在着多种自我解构，诸如言行不一，前后话语内容不符等。这首先体现在奥尔
嘉在提到阿玛莉娅在家中话语权的问题上。奥尔嘉明明说“阿玛莉娅比我小，也比巴纳巴斯小，可在家
里是她说了算是好是坏全由她定夺，”([3], p.171)可巴纳巴斯当城堡信使一事却是阿玛莉娅完全不赞同的。
事实上，奥尔嘉对巴纳巴斯当信使一事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也是多变的。巴纳巴斯当信使其实就是奥尔
嘉赎罪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信使工作也是奥尔嘉以牺牲自我努力得来的。可在奥尔嘉以自己的弟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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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堡的信使而感到无比骄傲的情况下，她竟然说：“当然我不是责怪自己叫巴纳巴斯去城堡，我并
没有叫他去，是他自己去的，可是也许我应该千方百计阻止他。”([3], p.186)这种摇摆不定、坐立不安之
感也体现了奥尔嘉内心的焦虑，她既想赎罪，又不想认清自己其实是弟弟牺牲自我的助推者，由此陷入
了自我对抗。再比如 K 明明是在到达城堡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巴纳巴斯送来的城堡的信，可奥尔嘉却偏偏
说“我把巴纳巴斯催烦了，大概是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吧，他这才拿起那封信去送。”([3], p.181)
这种太过于荒诞的时间误差感自然也不会在正常人身上出现，这里的故事时间已经是变异的。物理时间
很短，但奥尔嘉的心理时间却很长，《城堡》的时间也就是矛盾的、混乱的([6], p.90)。
异常的思维让奥尔嘉会有着不正常的话语输出，但也正如精神病患者并不会总是处于精神异常状态
一样，奥尔嘉也有思维正常的言语。但她时而合乎寻常的言语与她的行为是完全对立的。阿玛莉娅侮辱
信使事件后，奥尔嘉对村民们的反应有过这么一些表述：
“人们回避我们倒还不那么严重，他们并不是因为确实相信我们家有问题才躲避我们，也许他们对我们根本就
没有多大意见。”([3], p.208)
“话说回来，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又走到众人面前，只要我们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只要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
经把那件事完全抛开(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这样大家就会确信，那件事无论在发生的当时掀起过多大的波浪，以后再
也不会旧事重提。”([3], p.210)
“人们发觉我们老是在撕信事件上想不开，庸人自扰，不能自拔，就对我们全都没好气。”([3], p.212)

可见，奥尔嘉对阿玛莉娅事件还是有正确的评判的，她认识到了事件的本质及其解决方法，但是所
有她所做的赎罪行为全都是与之相背离，不符合常理的，比如她们选择搬出原来的家。其实在其父亲赎
罪行动开始后，奥尔嘉也透露过这么一个信息：
“既没有什么人告发过他，也没有人在作这方面的打算。”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她进行自己的赎罪计划，即使清楚地知道“虽然我努力的方式很成问题”，也还是会
认为“但我怎么说也是在为自己的家争取应有的待遇，是在继续做父亲努力想做到的事呀。”([3], p.225)
对于自己委身于奴隶一事，她也知道他们那些云山雾罩的话没有多少是可信的，也对 K 道出“贵宾楼的
那些佣人把我当成他们的玩物，发起狠来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这两年中我没有跟他们中哪一个人说过
一句贴心话，他们讲来讲去尽是些不怀好意、胡诌瞎编、荒唐透顶的话。”([3], p.227)这些也还是没有阻
止她写信让巴纳巴斯带给他们以请求得到他们的照顾，直到信被撕毁。另外，奥尔嘉知道自己的行为是
错误的，但她“一点也不后悔。”以上论述都说明奥尔嘉的行为是对其思想的一种解构，也就是说，她
的思想是正确的，但行为的不合理的，思想与行为是分裂的，这便是《城堡》的二元消解叙事。([7], p.109)
阿玛莉娅的故事不是别人，正是精神崩溃、自我分裂的奥尔嘉叙述的，那么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到底
有多少，也难怪 K 会对奥尔嘉说：“阿玛莉娅的表现是很奇怪的，可是你对她的行为表现讲的越多，听
的人就越难说她究竟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是机灵聪明呢还是愚蠢，是勇敢呢还是怯懦。”([3], p.200)另外，
对于与城堡相关的故事，阿玛莉娅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些事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儿有些人是
靠讲这些故事吃饭的，他们也总是像你们两个这样凑到一起神聊这些事，我给你大讲特讲，你给我大吹
特吹。”([3], p.206)阿玛莉娅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她对自己作为主人公的故事的态度不容忽视，“大讲特
讲”和“大吹特吹”也正说明了阿玛莉娅对他人的讲关于她的故事是不认同的。由此可见，奥尔嘉跟 K
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了。
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相互矛盾且混乱，人物思想的理性与行为的荒诞严重分裂、相互解构。那么，
卡夫卡描绘的人物奥尔嘉就是不完整的、病态的、异化的，其叙述方式也是混杂的、无解的，那么他要
表达的内容也就显得无意义、虚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城堡》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正如
那些信奉神灵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倾注到祈祷里一样，卡夫卡使自己的人物都同自己的灵魂息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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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44)或许，和文本一样，卡夫卡想表达的正是世间的矛盾、虚无以及无解，而所有的故事情节可能
只是文字载体。

4. 结语
“卡夫卡的世界既不是世俗常人的世界，也不是幻想。这是一个在眼睛微微斜视下瞥见的世界，就
像人们从两条腿中间或倒立着所看到的或者在一面不反映事物本相的哈哈镜中所看到的那样。”([9], p.89)
这个世界里存在着变异，有着无法理解的人和事，奥尔嘉正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代表，她被荒诞的世界
改造，又以荒诞的行为回应这个世界。奥尔嘉的异化行为确实来自她病态的思维，但“人的本质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也正是这个荒诞的社会造就了奥尔嘉。卡夫卡正
是面对着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然后用荒诞的语言、荒诞的故事将之描摹、刻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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