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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n DeLillo, a prominent contemporary novelist, depicts an technical utopia, where people can
gain immortality in his newly published novel, Zero K. The protagonist, Jeffrey growing up in a single-parent family is puzzled about his identity. And in the Convergence, he is on the brink of losing
his self-identity. Then he makes some free choices and reconstructs his identity. Jeffrey’s state of
anxiety and puzzlement is the very epitome of the living state of postmodern human beings. And
the whole thread corresponds to the existentialis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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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在其新作《K氏零度》中构建了一个通过科技实现永生的乌托邦，成长在单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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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主人公杰弗里对自己的身份敏感困惑，在拟像盛行的社会，挣扎于迷失个人身份的边缘，而后他
做出了一系列自为的选择，在迷惘和拟像中重建个人身份。杰弗里的焦虑困惑状态正是处于后现代社会
的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传达了存在主义迷惘，选择，重建身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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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四大小说家之一，2016 年 5 月出版的新作《K 氏零度》是他的第 17
部长篇小说。德里罗写作主题广泛，涉及大众传媒文化，消费社会，后现代拟像与真实，技术进步的影
响等，但几乎他的全部小说都涉及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K 氏零度》也亦如此，拟像先行的后
现代社会，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故事发生于后千禧年，人们试图通过人体冷冻这一高科技来获取永生，
但对于文章的主人公杰弗里·洛克哈特(Jeffrey Lockhart)来说，科技进步，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带来的并
不都是积极的影响，生活虚拟化，肉体感缺失，导致他意识麻木，一度陷入身份危机，而后在一些可感
可触的事物的帮助下，他选择遵从本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最终重构自己的身份，该线索大致与存在
主义观点相吻合，因此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有关主人公杰弗里的身份问题。

2. 身份危机
小说《K 氏零度》(Zero K)分为三部分，以主人公杰弗里的两次去往人体冷冻实验基地-汇合中心
(Convergence)的旅行为主线，分别见证了继母与父亲罗斯·洛克哈特(Ross Lockhart)先后接受了人体冷冻
实验。在德里罗看来，这部小说有着一种对称结构，前后共两个部分，两者中间有一个插曲[1]。即其继
母在接受人体冷冻治疗后大量扑朔迷离的意识独白。第一和三部分则由主人公杰弗里讲述，杰弗里自 13
岁起便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对于父亲离开的原因，他一无所知，关于温馨完整的家庭生活，他大脑一
片空白。杰弗里对父亲模糊的印象或是了解也主要来自电视或杂志，电视机或杂志中出现的父亲对于他
来说如此遥不可及，他甚至怀疑那个人是不是自己的父亲。幼年时期，父亲的缺场无疑在他心里投下不
可磨灭的阴影，也为杰弗里缺乏安全感，自我认同感埋下了祸根。正如泰勒所说，“为了保持自我感，
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2]父亲的离去使他形成自我认知的链条中断，常常
无法确知自己是谁，在哪里。也因此对名字或为事物命名极度痴迷，以此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系，得知自
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名字因此对杰弗里获取自我认知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得知父亲早已将自己的
名字更改，重构过去的尝试霎时化为枉然，这无疑加剧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他变得思绪万千，开始
设想这个原本的姓氏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用 Satterswaite 这个名字，过去我是谁，将来我会变成什么。”
[3]原本赖以依靠维持一个连续完整自我的纽带–家族谱系也被父亲无情切断，生物学上的连续性就此断
裂，这一行为无疑破坏了杰弗里的本体安全感。有关自己的身份及存在，他不在保有连贯性的观念，变
得没有归属感，陷入了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当中。
从成长的大环境来看，杰弗里生活在拟像与仿真的后现代社会，大众被无处不在的纷繁影像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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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的影像使人们难以辨别是虚拟还是现实。在让·鲍德里亚看来，仿真是当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
的主要模式[4]。处于这个阶段的拟像不但不需要客观原型作为参照物，而且可以先于真实，甚至创造真
实[5]。虚拟与现实，能指与所指，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在大众传媒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日趋模糊，人们在
媒体构建的虚幻中，陷入主体身份缺失的困境。
聚合中心本是一个天堂般的地方，通过高科技，人们便可获得永生。然而，基地大厅被重复播放的视
频无一不是关于可怖的灾难，从洪水，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暴乱，军事冲突，交通事故等，
灾难过后，目力所及，满目疮痍。当杰弗里来到基地大厅时，影片所产生的力量使他不得不向后退却，但
又不得不盯着看，很难抵制这样的侵蚀。逼真即时播放的影像使他感觉正是身临灾难现场，“目睹”灾难
巨大的破坏力，他不得不承认个体在在灾难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即使杰弗里离开大厅，试着去恢复意识做
出冷静的判断，灾难的阴影也再难从他心头挥去，伤痛与恐惧的冲击难以消弭，灾难的场景似乎已刻入脑
海。过度渲染的灾难拟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杰弗里的判断力，麻痹他的意识，使他对现世幻想破灭。另一
方面，在这里通过冷冻治疗，便可获永生，物质世界的不可信任使这种疗法愈加诱人。此种情况下，杰弗
里变得怀疑自己的身份及存在，沦为拟像操纵的傀儡，丧失作为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身份。
在这个超真实的聚合中心世界，逼真的影像营造灾难就在身边的幻像，重复放的虚拟灾难事实上缩短
了杰弗里感受真实死亡的距离。频繁的刺激下，杰弗里难以明确个体存在的意义，无法在内心世界定义自
己。除此之外，数码产品操控着他的基地生活，剥夺了体验真实生活的机会，自主性缺失，虚拟化无处不
在，“生活不再是一个实在且连贯的统一体。”[6]让他难以理解的是父亲毅然决然的选择，虽身体康健，
却坚持要放弃现世，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接受冷冻疗法。想起母亲的永恒离去，杰弗里再次陷入了沉思，
许多问题萦绕心头：“重新醒来会是什么样子……意识可以还原吗？”[3]在他的信念里正是死亡定义了生
命的价值，然而在这里人体冷冻技术似乎颠覆了传统的生老病死自然法则，这显然与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至此，他想弄清楚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死亡又是什么？然而，他一系列的问题始终无解。
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性格敏感，有关自己身份的问题时常萦绕心头；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使他的生
活基本处于失真状态，一个自由人所拥有的自主性似乎与他相去甚远；逼真的灾难拟像重复提醒他灾难
的恐怖，使他难以确定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最终陷于身份危机。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主体性，“这似乎不
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他是那个僧侣，我是谁，我不得不停下来，很长时间，我难以想起自己
的名字”[3]主体性的不确定意昧着他难以维持一个明确的自我。

3. 个体的存在与自由选择
有关“自由选择”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萨特将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
在”两种形式，其中，“自为的存在”是指个体按照自己的欲望来塑造自己时所获得的一种存在，按照
自己的欲望来塑造自己实际上就是自由选择，积极行动，追求真实的自我。在他看来，个人作为自为的
存在，被抛入这个无依无靠的世界，他孤立无援，立于绝境，面对种种可能性，他必须选择，选择是他
唯一的出路[7]。父亲掌握巨额财富，拥有私人飞机，海岛别墅，世界名画，杰弗里可谓是富二代，他本
可以选择子承父业，安居乐业，然而，他并没有按照父亲规划的人生路线生活，而是选择在熟悉，充满
回忆的旧舍中过自己平凡有踏实感的生活。
家族财产丰厚，父亲接受人体冷冻后，杰弗里本可以接管一切，过上优渥舒适的生活，然而当他们
第一次从基地返回纽约，父亲主动提出给他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给予他豪宅，名画时，他拒绝了一切。
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并不是无条件的礼物，它自带父亲的光环，包括社会地位，荣誉等。如果他接受了
这些馈赠，就只能以“罗斯的儿子”这一身份苟活，丧失自己独立的身份与人格。事实上，名誉，头衔
级别这些身外之物对他来说轻如鸿毛，他不想永远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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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所小学里担任检查和伦理官员职务，至少他可遂意，构建独立于的父亲身份[8]。旧屋和宽敞的海景
房，他选择了前者，后者给予不了他心灵上的归属感，置身豪宅，他只不过是过客罢了，所有的一切都
那么陌生，与过去没有任何联系，与自己格格不入，他无处安放。然而，老屋承载了他所有与母亲相依
为命的点滴记忆，见证了他的成长，睹物思情，有母亲及同学的照片，周围熟悉的面孔，一切都是那么
有迹可循，一股暖流涌向心尖，此处，他不用遭受心灵上断裂自我的凌迟，可以很快与环境相融，独立
谱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受父亲光环的影响。
此外，杰弗里选择了相信现世，放弃了所谓的永生，尽管趋向后者的诱惑巨大。聚合中心专家向他
灌输基地如何安全，人们可以免受苦难现实的折磨，无需遭受大灾大难，工作人员向他许诺通往永生的
道路无痛自然，一切通畅；实验中心他看到人体器官被整齐排放，一切都显得如此安详，仿若一种景观，
一种视觉艺术；强大的灾难影片也不断削弱他对现世生活的信念；父亲为获永生也选择提前结束生命。
但他并没有随继母，父亲一起进行冷冻治疗，以期技术成熟，重新恢复人体功能。他保留对这一实验的
看法，选择坚定对现世的信念。“我回到座位上，朝前看着，我并不需要天堂之光，因为我有男孩惊奇
的哭泣。”[2]在他看来，世俗的惊奇足以支撑他现世的存在，“真实具体的生活击败了具有超人类主义
气质的聚合中心，”[9]正是生命的有限性定义了人生的价值，如果没有死亡，存在又有何意义，他选择
做独立的自我，而没有加入求永生的人潮。

4. 探寻和重建自我
萨特曾言：“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建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
[10]杰弗里的一系列行径重构了他的身份。
起初，杰弗里依靠身体上的显著知觉来确认自己的真实存在。正常情况下，身体的各个部位协调工
作以维持机体的常规工作，人们很少能感受到身体某个器官或部位的存在或运转，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
下，对身体的存在几乎处于麻木状态。只有当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强烈的疼痛或不适才能刺激到
麻木的神经，唤醒对自我存在的认知。杰弗里 14 岁时，有时会假装跛行，以此来唤醒对身体的感知，别
人也会因为他的“不正常”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不管是嘲笑还是模仿，都不重要，他只想确认自
己是真实的存在。一步步的跛行让他意识到自己正是这一行为的主体，以此来防止自己丧失主体性。当
杰弗里置身基地落地感应显示屏前，他无处可藏，难以抵挡这些灾难影像的入侵，数日的基地见闻最终
在他脑海同时涌现，几乎要将他洗脑，失去自我意识，这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向房间跛行。本就困惑的杰
弗里要在拟像的世界中保持主体意识的主动性，依靠这些可感知，可触知的知觉帮助自己重新恢复了自
我意识，确认了身份。
除了强大的影像，基地内部格局异常迷乱，房间雷同，狭窄低矮且无窗，封闭性强，环境压抑。内
部管理严格，访问者不能擅自离开基地，与外界隔离，杰弗里有种身陷囹圄感觉。有时，他会做身体伸
展运动，蹲起等以使血液沸腾，心跳加快，从而真切的感受自己的存在，维持自我意识。为了抵制这些
近乎洗脑的周围环境，依靠显著的身体感受来维持主体性重建自我正是杰弗里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强
烈的感觉打破了机体的恒常状态，帮他恢复正常意识，将带回现实世界，让他清醒的知道自己是谁，所
在何处。
杰弗里间接的感悟来自对一些残疾儿童的观察与近距离接触，女朋友艾玛在一所特殊学校任教，学
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有读写困难症，弱智等等。从他们吃力的日常学习生活，杰弗里认识到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都远非自然而然。为了迈出一小步，他可能需要用尽全力，再加上别人言行上的鼓励才能
做到。说出一个单词远非他所想的那般容易，事实上，这一小小的言语行为却需要舌头，嘴唇，软腭等
多个器官的合力配合。和他们在一起，让杰弗里看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机体的运行是一个庞杂的过程，
DOI: 10.12677/wls.2019.71003

14

世界文学研究

刘云飞

这些近距离的观察让他发现了生命的细节，也认识到现在的他实则是受到了某种权利的规训。他以这些
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强化自己是一个自主个体的意识。
除去身体上的感知，与周围人建立联系，并明确个体在这张关系网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确定自己身
份的一种方式。不同的场合，相对不同的对象，个体扮演不同的身份，因此个体身份的构建离不开他者。
萨特曾说：“对于我的存在，别人是少不了的；对于我所能获得的关于自己的知识，别人也是同样少不
了的。”[10]他者是一个明确自己身份的重要参照物，杰弗里对为人命名，给事物下定义有着浓烈的兴趣，
有了名字代号的人对他来说更容易区分，以自我为中心，他可以在大脑的坐标中给其一一定位。他给母
亲的朋友以及在聚合中心碰到的陌生人起名字，以此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确定以自我为原点向四周发
散的线条上自己所扮演的不同身份。除了人名，他对地名也异常敏感，每到一个新地方，他都不安焦虑，
缺乏安全感。“我竭力去赋予这个地方意义，使其与已有的记忆融为一体或至少在这个地方定位自我，
以证实自己不安的存在。”“一旦你知道此处地名及其写法，你会刚感到不那么陌生。”[3]知道地名帮
助他在内心世界与这个陌生的环境融为一体并将其编入自己的记忆之网。总之，命名使杰弗里对生活有
一个有形的掌控，在这张关系网中真切的感受自己的存在，维持自己的主体性。他人作为重要的参照物
帮助他定位自我，避免迷失自我。
生活正是由无数个小细节所构成，对这些细微之处的关注给予杰弗里同样的益处。他对父亲的胡子，
衣服，母亲的手杖等尤为敏感，这些小细节成为他探寻自己身份的重要参照物，“通过回想过去的点滴
细节，我知道了自己是谁，过去不清楚的现在明白了……”[3]具体的生活细节填补了他空虚的自我，帮
助他确定自己的身份。那些见证他成长的旧物件将他的过去定格，串联起来，具体的生活图景仿佛历历
在目，一切都愈显真实。杰弗里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将他从迷失的生活状态中解除，使他的人生轨迹
变得有迹可循，身份的困惑得以解决。

5. 总结
德里罗在小说《K 氏零度》构建一个人类可以实现永生的科技乌托邦，这似乎与德里罗之前对科技
的态度相左，但杰弗里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对冷冻死亡这一技术持一定怀疑，最终也依然坚持自己的
传统生死观，且由于后现代社会数据网络主导社会，生活呈现虚拟化，真实感缺失，导致杰弗里陷入缺
失主体性。因此，德里罗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对科技的消极态度。多种原因导致杰弗里难以维持稳定的自
我，陷入身份迷失的危机。身份的虚无之后，他做出选择，依靠可感可触的事物完成了身份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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