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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新生代作家奇玛曼达尼日利亚新生代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恩戈兹··阿迪契阿迪契：：

重要的是讲述更多的非洲故事重要的是讲述更多的非洲故事 □石平萍

尼尼
日利亚英语文学发展至今日利亚英语文学发展至今，，已已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涌现了阿涌现了阿

莫 斯莫 斯··图 图图 图 奥 拉奥 拉（（19201920--

19971997）、）、钦努阿钦努阿··阿契贝阿契贝（（19301930--20132013）、）、克里克里

斯托弗斯托弗··奥基博奥基博（（19321932--19671967）、）、沃莱沃莱··索因卡索因卡

（（19341934--）、）、本本··奥克里奥克里（（19591959--））等享誉国际的等享誉国际的

作家作家。。循着他们的足迹在国际文坛闯出一片循着他们的足迹在国际文坛闯出一片

天地的新生代作家也有不少天地的新生代作家也有不少，，奇玛曼达奇玛曼达··恩恩

戈兹戈兹··阿迪契阿迪契（（19771977--））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跨文化精英教育跨文化精英教育
阿迪契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阿迪契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

古古，，父母退休前都是任职于尼日利亚大学父母退休前都是任职于尼日利亚大学

的伊博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伊博族高级知识分子。。阿迪契在大学城阿迪契在大学城

恩苏卡长大恩苏卡长大，，住在住在““现代非洲小说之父现代非洲小说之父””阿阿

契贝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契贝曾经住过的房子里，，从小接受比较典从小接受比较典

型的伊博族中产阶级精英教育型的伊博族中产阶级精英教育，，在受到原在受到原

宗主国英国文化熏陶的同时宗主国英国文化熏陶的同时，，又力求熟谙又力求熟谙

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阿迪契在尼日利亚阿迪契在尼日利亚

大学读了一年半的医药专业后大学读了一年半的医药专业后，，赴美国就赴美国就

读于私立的德雷塞尔大学读于私立的德雷塞尔大学，，两年后转入东两年后转入东

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20012001年获得传播与年获得传播与

政治学学士学位政治学学士学位，，20032003年取得约翰年取得约翰··霍普金霍普金

斯大学文学创作硕士学位斯大学文学创作硕士学位，，20082008年获得耶年获得耶

鲁大学的非洲研究硕士学位鲁大学的非洲研究硕士学位。。如今如今，，已婚的已婚的

阿迪契育有一女阿迪契育有一女，，每年往返于尼日利亚与每年往返于尼日利亚与

美国之间美国之间。。

相当完备的跨文化精英教育相当完备的跨文化精英教育，，尤其是尤其是

在海外求学和生活的经历在海外求学和生活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极大地丰富了

阿迪契的阅历阿迪契的阅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开阔了她的视野，，使得她的使得她的

世界观和创作观世界观和创作观，，尤其是对尼日利亚历史尤其是对尼日利亚历史

与现状的了解与思考与现状的了解与思考，，呈现出同时代尼日呈现出同时代尼日

利亚作家中难得一见的广度和深度利亚作家中难得一见的广度和深度。。从从

19971997年的诗集年的诗集《《决定决定》》面世至今面世至今，，阿迪契已阿迪契已

经出版了长篇小说经出版了长篇小说《《紫木槿紫木槿》（》（20032003）、《）、《半轮半轮

黄日黄日》（》（20062006）、《）、《美国佬美国佬》（》（20132013））和短篇小和短篇小

说集说集《《绕颈之物绕颈之物》（》（20092009）、）、剧作剧作《《因为热爱比因为热爱比

夫拉夫拉》（》（19981998））以及散文作品以及散文作品《《我们都应该是我们都应该是

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20142014））和和《《亲爱的安吉维拉亲爱的安吉维拉，，

或一份包含或一份包含1515条建议的女性主义者宣言条建议的女性主义者宣言》》

（（20172017），），还有零星发表的众多短篇小说和还有零星发表的众多短篇小说和

散文散文。。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她的作品被翻译成3030多种语言多种语言，，赢得赢得

近近2020项国际奖项项国际奖项，，包括英联邦最佳处女作包括英联邦最佳处女作

奖奖、、面向全世界优秀女作家的英国橘子奖面向全世界优秀女作家的英国橘子奖

和美国三大文学奖项之一的全国书评人协和美国三大文学奖项之一的全国书评人协

会小说奖会小说奖。《。《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称她为称她为

阿契贝阿契贝““在二十一世纪的传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传人””。。这个评价这个评价

传达出国际文坛对阿迪契的认可和期待传达出国际文坛对阿迪契的认可和期待，，

虽不足以彰显她的创作特色虽不足以彰显她的创作特色，，却也点出了却也点出了

她与文坛前辈之间的传承关系她与文坛前辈之间的传承关系。。

传承与创新传承与创新
阿迪契从小喜欢写作阿迪契从小喜欢写作，，但她最早接触但她最早接触

的是大量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是大量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因此曾一因此曾一

度以为英国白人是文学的惟一面孔度以为英国白人是文学的惟一面孔。。直到直到

八九岁时八九岁时，，阿迪契第一次读到阿契贝阿迪契第一次读到阿契贝““非洲非洲

四部曲四部曲””中的中的《《瓦解瓦解》（》（19581958），），不久又读了不久又读了

《《神箭神箭》（》（19641964），），才如醍醐灌顶般认识到才如醍醐灌顶般认识到，，非非

洲黑人也可以成为文学再现的主要人物洲黑人也可以成为文学再现的主要人物。。

阿契贝的作品记载了以伊博族为主的几代阿契贝的作品记载了以伊博族为主的几代

人在尼日利亚沦为殖民地之前人在尼日利亚沦为殖民地之前、、期间以及期间以及

独立前后的生活变迁独立前后的生活变迁，，对阿迪契而言仿若对阿迪契而言仿若

家族家族//民族历史教科书民族历史教科书，，令她产生了强烈的令她产生了强烈的

认同感认同感。。不仅如此不仅如此，，阿契贝开创了非洲小说阿契贝开创了非洲小说

家以内部人士的视角讲述非洲故事的先家以内部人士的视角讲述非洲故事的先

河河，，既广泛铺陈社会风貌既广泛铺陈社会风貌，，又深入挖掘人性又深入挖掘人性

本真本真，，拆解和修正了外人书写的作品中拆解和修正了外人书写的作品中““无无

历史历史、、无人性无人性、、无希望无希望””非洲刻板形象非洲刻板形象，，力图力图

重塑一个立体的重塑一个立体的、、真实的非洲真实的非洲，，给阿迪契带给阿迪契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阿阿

契贝彻底解放了阿迪契的文学想象力契贝彻底解放了阿迪契的文学想象力，，引引

领她走上了以文字为喉舌领她走上了以文字为喉舌、、为非洲人发声为非洲人发声

的创作之路的创作之路。。

阿迪契曾撰文阿迪契曾撰文《《重新发现非洲的人重新发现非洲的人》，》，

详细描绘了她心目中的阿契贝及其文学世详细描绘了她心目中的阿契贝及其文学世

界界。。20102010年年，，企鹅兰登旗下的百年丛书品牌企鹅兰登旗下的百年丛书品牌

““人人人人书库书库””将阿契贝的将阿契贝的《《瓦解瓦解》《》《动荡动荡》《》《神神

箭箭》》结集为结集为““非洲三部曲非洲三部曲””，《，《重新发现非洲的重新发现非洲的

人人》》作为序言出版作为序言出版。。按照阿迪契的解读按照阿迪契的解读，，阿契阿契

贝是一个兼具诚实与复杂的作家贝是一个兼具诚实与复杂的作家，，对殖民主对殖民主

义的批判与对伊博族社会的质疑在他的作义的批判与对伊博族社会的质疑在他的作

品中并行不悖品中并行不悖，，且隐而不露且隐而不露，，他对任何问题他对任何问题

都拒绝提供简单化的判断与解答都拒绝提供简单化的判断与解答。。同样的特同样的特

点也体现在他的人物刻画上点也体现在他的人物刻画上。。此外此外，，阿契贝阿契贝

的英语创作处处可见伊博语直译的痕迹的英语创作处处可见伊博语直译的痕迹，，形形

成了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成了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体现出体现出

他对他对本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创造性运用本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创造性运用；；阿阿

契贝对性别问题的认知与思索也拉近了他契贝对性别问题的认知与思索也拉近了他

与当代读者与当代读者、、尤其是女性读尤其是女性读者的距离者的距离；；在关在关

注个人的同时注个人的同时，，阿契贝时刻不忘强调集体或阿契贝时刻不忘强调集体或

社群的价值与观念社群的价值与观念。。阿迪契不仅敏锐地把握阿迪契不仅敏锐地把握

住了阿契贝的诸多创作特色住了阿契贝的诸多创作特色，，更将其融会贯更将其融会贯

通通，，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形成既有传承形成既有传承

又有创新的创作风格又有创新的创作风格。。

对阿迪契而言对阿迪契而言，，能够沿着前辈开辟的能够沿着前辈开辟的

道路前行是幸运的道路前行是幸运的，，但现实也令她清醒地但现实也令她清醒地

认识到开辟更多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开辟更多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在《《非洲的非洲的““地道性地道性””与比夫拉经历与比夫拉经历》（》（20082008））

一文中一文中，，阿迪契提到她初到美国留学时阿迪契提到她初到美国留学时，，室室

友认为友认为她不像非洲人她不像非洲人，，因为他们对非洲人的因为他们对非洲人的

印象来源于印象来源于《《瓦解瓦解》，》，而而《《瓦解瓦解》》中的非洲人生中的非洲人生

活在活在100100多年前的尼日利亚多年前的尼日利亚；；出现在他们面出现在他们面

前的阿迪契却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前的阿迪契却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属属

于生活方式相当现代的城市中产阶级于生活方式相当现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这次这次

经历使阿迪契意识到经历使阿迪契意识到““单一故事的危险性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即便讲非洲故事的人是非洲人即便讲非洲故事的人是非洲人，，单一的故事单一的故事

仍极有可能落入西方霸权话语的陷阱仍极有可能落入西方霸权话语的陷阱，，成为成为

非洲非洲““他者他者””的又一刻板形象的又一刻板形象，，而活生生的她而活生生的她

却会因与这一刻板形象不符却会因与这一刻板形象不符，，而被质疑是否而被质疑是否

算得上算得上““地道的地道的””非洲人非洲人。。为了有效地为了有效地、、彻底彻底

地拆解西方殖民话语和种族话语中的非洲地拆解西方殖民话语和种族话语中的非洲

““他者他者””形象形象，，非洲作家必须创作出尽可能多非洲作家必须创作出尽可能多

的非洲故事和非洲人物的非洲故事和非洲人物，，让西方读者看到让西方读者看到

《《瓦解瓦解》》以外非洲的丰富与复杂以外非洲的丰富与复杂，，看到最接近看到最接近

于真实的非洲于真实的非洲。。这也是阿迪契致力于讲述更这也是阿迪契致力于讲述更

多新故事的出发点和动力多新故事的出发点和动力。。

因此因此，，阿迪契虽受阿契贝启发阿迪契虽受阿契贝启发，，将自己将自己

定位为以定位为以现实主义笔法探讨尼日利亚乃至现实主义笔法探讨尼日利亚乃至

非洲大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作家非洲大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作家，，但她关注但她关注

的重点是后殖民时代的重点是后殖民时代，，主要人物往往是尼日主要人物往往是尼日

利亚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利亚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故事发生的地点故事发生的地点

也不局限于尼日利亚也不局限于尼日利亚，，而是常常延伸至大洋而是常常延伸至大洋

彼岸的英美两国彼岸的英美两国。。如果说阿契贝更关注公共如果说阿契贝更关注公共

领域领域，，阿迪契则对家庭等私人空间给予同等阿迪契则对家庭等私人空间给予同等

甚至更多的关注甚至更多的关注，，而且往往从私人空间入而且往往从私人空间入

手手，，探讨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当下的政治腐探讨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当下的政治腐

败等问题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败等问题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

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跨国界以及跨国界、、跨文化跨文化

视域中的种族歧视视域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政治性别政治、、阶级差异等阶级差异等

问题问题，，叙事冷静叙事冷静、、细致细致，，故事和文体都属上故事和文体都属上

乘乘，，堪称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堪称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的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的
文化重构与政治重建文化重构与政治重建

《《紫木槿紫木槿》》开篇便以一句开篇便以一句““家里的一切家里的一切

开始瓦解开始瓦解””，，向阿契贝的向阿契贝的《《瓦解瓦解》》致敬的同致敬的同

时时，，又暗示出阿迪契与前辈殊途同归的创又暗示出阿迪契与前辈殊途同归的创

作路径作路径。《。《瓦解瓦解》》以史诗般的笔触展现了尼以史诗般的笔触展现了尼

日利亚伊博族传统文化因殖民文化入侵而日利亚伊博族传统文化因殖民文化入侵而

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紫木槿紫木槿》》则通过则通过1515

岁伊博族女孩康比莉的视角和口吻讲述其岁伊博族女孩康比莉的视角和口吻讲述其

母毒死其父的家庭悲剧母毒死其父的家庭悲剧，，以成长小说的表以成长小说的表

层叙事层叙事，，论及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的政治论及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的政治

与文化困境与文化困境。。

《《紫木槿紫木槿》》中的故事发生于中的故事发生于2020世纪世纪9090

年代末年代末，，尼日利亚当局借助军事政变和暴尼日利亚当局借助军事政变和暴

力统治力统治，，使整个国家陷于混乱失序状态使整个国家陷于混乱失序状态，，经经

济停滞济停滞，，教育停摆教育停摆，，罢工罢工、、罢课不断罢课不断。。康比莉康比莉

的父亲尤金和姑姑伊菲欧玛作为推动民主的父亲尤金和姑姑伊菲欧玛作为推动民主

化进程的社会精英分子化进程的社会精英分子，，成了当局施暴的成了当局施暴的

对象对象，，姑姑被迫远走美国姑姑被迫远走美国，，而父亲则在家中而父亲则在家中

复制暴力复制暴力，，最终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最终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尤金尤金

是是《《紫木槿紫木槿》》中最复杂的人物中最复杂的人物。。他是富有的他是富有的

工厂主工厂主、、虔诚的天主教徒虔诚的天主教徒，，扶危济贫扶危济贫、、乐善乐善

好施好施，，还办有还办有《《标准报标准报》，》，以宣扬西方民主思以宣扬西方民主思

想想、、揭露当局的暴力独裁为己任揭露当局的暴力独裁为己任，，在社会上在社会上

享有极高的声望享有极高的声望。。然而然而，，他在家里却是家规他在家里却是家规

严苛严苛、、施虐成性的暴君施虐成性的暴君，，妻子因其家暴而多妻子因其家暴而多

次流产次流产，，康比莉和哥哥活得战战兢兢康比莉和哥哥活得战战兢兢，，仍逃仍逃

脱不了时常被惩戒的厄运脱不了时常被惩戒的厄运。。对于自己的同对于自己的同

胞胞，，尤金缺乏真正的认同与热爱尤金缺乏真正的认同与热爱，，他眼里只他眼里只

有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分有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分，，但凡异教徒但凡异教徒，，都都

是愚昧落后是愚昧落后、、应遭鄙弃的非我族类应遭鄙弃的非我族类，，连亲人连亲人

也不例外也不例外，，故而他能善待同为天主教徒的故而他能善待同为天主教徒的

岳父和妹妹岳父和妹妹，，却与坚守伊博族传统的父亲却与坚守伊博族传统的父亲

形同陌路形同陌路。。在其父其妹眼里在其父其妹眼里，，尤金是殖民主尤金是殖民主

义的义的产物产物。。此言不假此言不假。。殖民主义的霸权中心殖民主义的霸权中心

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其暴力行为逻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其暴力行为逻

辑被尤金彻底内化辑被尤金彻底内化，，主宰着他对本国人民和主宰着他对本国人民和

本土文化的态度本土文化的态度，，导致他与亲人的关系发生导致他与亲人的关系发生

异化变形异化变形。。貌似进步的民主斗士貌似进步的民主斗士，，骨子里却骨子里却

是殖民主义的完美复制品是殖民主义的完美复制品。。阿迪契通过塑造阿迪契通过塑造

尤金这样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复杂人物尤金这样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复杂人物，，揭揭

示出殖民主义非但没有从后殖民时代的尼示出殖民主义非但没有从后殖民时代的尼

日利亚消失日利亚消失，，反而以一种欺骗性的崭新面貌反而以一种欺骗性的崭新面貌

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重建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重建。。

在康比莉的家族里在康比莉的家族里，，除了父亲尤金除了父亲尤金（（或或

许还有着墨不多的外祖父许还有着墨不多的外祖父））这样被殖民主这样被殖民主

义洗脑的唯西方论者义洗脑的唯西方论者，，还有作为还有作为““传统主义传统主义

者者””的的祖父祖父；；姑姑虽然与尤金一样从小就读姑姑虽然与尤金一样从小就读

天主教会学校天主教会学校，，却始终对本土文化心存敬却始终对本土文化心存敬

意意，，赞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并存与调赞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并存与调

和和；；母亲以非洲传统女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母亲以非洲传统女性的标准要求自己，，

维护尤金的权威维护尤金的权威，，但在忍无可忍之际选择以但在忍无可忍之际选择以

暴抗暴暴抗暴，，这至少这至少表明男权传统已受到挑战表明男权传统已受到挑战；；还还

有康比莉和哥哥有康比莉和哥哥，，他们是世界观尚未成型的他们是世界观尚未成型的

年青一代年青一代，，置身于纷繁芜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置身于纷繁芜杂甚至相互冲突的

价值体系中价值体系中，，在懵懂迷惑地努力甄别和筛选在懵懂迷惑地努力甄别和筛选。。

这个不大的家族仿佛映照着后殖民时代尼日这个不大的家族仿佛映照着后殖民时代尼日

利亚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利亚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在这样的社会乱象在这样的社会乱象

中如何摆脱殖民主义余毒和专制统治中如何摆脱殖民主义余毒和专制统治，，重建重建

尼日利亚的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尼日利亚的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长辈们的长辈们的

努力和尝试似乎均以失败告终努力和尝试似乎均以失败告终。。阿迪契把希阿迪契把希

望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望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在在《《紫木槿紫木槿》》的结的结

尾尾，，顶替母亲入狱的哥哥即将出狱顶替母亲入狱的哥哥即将出狱，，康比莉和康比莉和

母亲一起憧憬着未来母亲一起憧憬着未来，，特意提到会由哥哥栽特意提到会由哥哥栽

下紫下紫木槿木槿。。紫木槿是姑姑培育的花卉紫木槿是姑姑培育的花卉，，具有具有

稀有稀有、、芳香的特点芳香的特点，，寓意自由寓意自由。。小说结尾处再小说结尾处再

次点题次点题，，暗示出阿迪契对于年轻一代能否战暗示出阿迪契对于年轻一代能否战

胜公私领域的专制与暴力持乐观态度胜公私领域的专制与暴力持乐观态度。。

《《紫木槿紫木槿》》中有四处文字提到了中有四处文字提到了19671967--

19701970年间的尼日利亚内战年间的尼日利亚内战（（也称比夫拉战也称比夫拉战

争争）。）。三年后三年后，，阿迪契以这起空前惨烈的暴阿迪契以这起空前惨烈的暴

力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力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半轮黄半轮黄

日日》。》。而在此之前而在此之前，，她的短篇小说她的短篇小说《《那个刮哈那个刮哈

麦丹风的早晨麦丹风的早晨》（》（20022002）、《）、《幽灵幽灵》（》（20042004））和和

剧作剧作《《因为热爱比夫拉因为热爱比夫拉》》等均已涉及内战等均已涉及内战。。

阿迪契并非内战的亲历者阿迪契并非内战的亲历者，，而且战争素来而且战争素来

被视为男作家的专利被视为男作家的专利，，是什么原因促使她是什么原因促使她

一再书写比夫拉一再书写比夫拉？？对于在内战中失去祖父对于在内战中失去祖父

和外祖父的阿迪契来说和外祖父的阿迪契来说，，比夫拉的阴影伴比夫拉的阴影伴

随着她的成长随着她的成长。。对战败方伊博族来说对战败方伊博族来说，，内战内战

是难以忘却的噩梦是难以忘却的噩梦，，留下了至今尚未弥合留下了至今尚未弥合

的创痛的创痛。。然而然而，，由于尼日利亚官方的刻意操由于尼日利亚官方的刻意操

纵和打压纵和打压，，阿迪契家族及整个伊博族的创阿迪契家族及整个伊博族的创

伤记忆至今未能成为官方历史和公共记忆伤记忆至今未能成为官方历史和公共记忆

的一部分的一部分。。阿迪契在阿迪契在《《紫木槿紫木槿》》中便已提及中便已提及，，

19661966年的两场军事政变最终演变成尼日利年的两场军事政变最终演变成尼日利

亚内战亚内战，，从此开启了这个国家军事政变频从此开启了这个国家军事政变频

繁繁、、政局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政局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内战结束内战结束4040

多年了多年了，，但暴力的循环仍在继续但暴力的循环仍在继续，，暴力的历暴力的历

史还在重演史还在重演，，究其原因究其原因，，与官方强加的与官方强加的““集体集体

失忆症失忆症””不无关系不无关系。。因此对阿迪契而言因此对阿迪契而言，，书写书写

比夫拉便多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意义比夫拉便多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仅是不仅是

为了纪念在内战中失去的亲人和同胞为了纪念在内战中失去的亲人和同胞，，更是更是

为了重构整个尼日利亚民族的集体记忆为了重构整个尼日利亚民族的集体记忆，，最最

终目的是形成有助于清除暴力的公共记忆终目的是形成有助于清除暴力的公共记忆

与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推动尼日利亚的民族和解及民推动尼日利亚的民族和解及民

族国家的健康有序发展族国家的健康有序发展。。

《《半轮黄日半轮黄日》》通过乌古通过乌古、、奥兰娜和理查奥兰娜和理查

德三个生活在比夫拉的人物的视角德三个生活在比夫拉的人物的视角，，将他将他

们在内战前后和期间的经历与见闻编织成们在内战前后和期间的经历与见闻编织成

震撼人心的故事震撼人心的故事：：1313岁的乌古是大学教师岁的乌古是大学教师

奥登尼奥登尼博的男仆博的男仆，，来自一个偏远来自一个偏远、、贫穷的村贫穷的村

庄庄，，他被比夫拉军队强征入伍他被比夫拉军队强征入伍，，最终幸存下最终幸存下

来来；；富家千金奥兰娜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富家千金奥兰娜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与与

奥登尼博同居奥登尼博同居，，后者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和后者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和

反殖民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英国人理查德热爱传统的伊英国人理查德热爱传统的伊

博博--乌库艺术乌库艺术，，并迷上了奥兰娜的孪生姐姐并迷上了奥兰娜的孪生姐姐

凯内内凯内内。。交替采用三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交替采用三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

普通人的叙述视角普通人的叙述视角，，不仅较广泛地反映出当不仅较广泛地反映出当

时的社会阶层全貌时的社会阶层全貌，，也避免将小说写成宏大也避免将小说写成宏大

的战争叙事的战争叙事，，转而呈现的个人叙事深入人性转而呈现的个人叙事深入人性

本真本真，，在充分展现战争创伤的同时在充分展现战争创伤的同时，，烘托出烘托出

情与爱作为人性根本的强大力量情与爱作为人性根本的强大力量。。颇具匠心颇具匠心

的阿迪契给乌古和理查德分别安排了一个的阿迪契给乌古和理查德分别安排了一个

作家的作家的身份身份。。理查德的手稿理查德的手稿《《盛手的篮子盛手的篮子》》

从劳工的角度讲述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从劳工的角度讲述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

行径行径，，不料被凯内内烧掉不料被凯内内烧掉；；第二部手稿第二部手稿《《套套

绳青铜罐的时代绳青铜罐的时代》》表达对伊博族古老文明表达对伊博族古老文明

的景仰的景仰，，却因战乱被佣人埋入地下却因战乱被佣人埋入地下，，而真正而真正

得见天日的是乌古的作品得见天日的是乌古的作品《《我们死去时世我们死去时世

界沉默不语界沉默不语》。》。作为被直接卷入内战的最底作为被直接卷入内战的最底

层人物层人物，，乌古以近乎历史教科书般的笔调乌古以近乎历史教科书般的笔调

讲述了尼日利亚内战的前因后果讲述了尼日利亚内战的前因后果、、比夫拉比夫拉

人的反应和遭际以及国际社会人的反应和遭际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英尤其是英

国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乌古的作品仅有短乌古的作品仅有短

短的短的88章章，，作为作为《《半轮黄日半轮黄日》》3737章主体叙事章主体叙事

中的内嵌叙事中的内嵌叙事，，与主体部分构成互文性的与主体部分构成互文性的

对照与补充对照与补充。。乌古作为比夫拉劳动人民的乌古作为比夫拉劳动人民的

一份子一份子，，用自己的声音讲述本民族的故事用自己的声音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而不是把话语权交由理查德这个而不是把话语权交由理查德这个““外人外人””，，

这既是前文所述阿迪契创作主张的体现这既是前文所述阿迪契创作主张的体现，，

也是后殖民时代伊博族乃至整个尼日利亚也是后殖民时代伊博族乃至整个尼日利亚

实现文化重构和政治重建的必经路径实现文化重构和政治重建的必经路径。。

阿迪契对历史记忆的重构虽然饱含着阿迪契对历史记忆的重构虽然饱含着

对比夫拉的同情对比夫拉的同情，，但并未因此而对内战的但并未因此而对内战的

另一方尼日利亚联邦另一方尼日利亚联邦进行妖魔化进行妖魔化。。阿迪契笔阿迪契笔

下的豪萨族人穆罕默德下的豪萨族人穆罕默德、、约鲁巴人阿德巴约约鲁巴人阿德巴约

小姐与比夫拉人一样小姐与比夫拉人一样，，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

普通人普通人。。阿迪契也希望读者明白阿迪契也希望读者明白，，比夫拉并比夫拉并

不完美不完美，，即便是比夫拉即便是比夫拉领导人奥朱库领导人奥朱库，，书中书中

其他人物对他也是褒贬不一其他人物对他也是褒贬不一、、爱憎交加爱憎交加。。如如

她所言她所言，，““我们只有在正确认识过去的基础我们只有在正确认识过去的基础

上上，，才能懂得现在才能懂得现在，，憧憬未来憧憬未来。。””她必须讲述她必须讲述

真相真相，，揭示内战的复杂本质揭示内战的复杂本质，，而不是幼稚地而不是幼稚地

进行自我美化进行自我美化，，制造新的敌我对立制造新的敌我对立。。

跨文化视域中的种族跨文化视域中的种族、、
性别与阶级主题性别与阶级主题

阿迪契在创作中素来便有对种族阿迪契在创作中素来便有对种族、、性性

别别、、阶级阶级、、文化等范畴的考量文化等范畴的考量，，跨国生活赋跨国生活赋

予了她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观察世界的予了她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观察世界的

角度角度，，使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上述诸种范使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上述诸种范

畴畴““影响影响着世界各地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着世界各地一切有生命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个人获准拥有的人性获准拥有的人性

和尊严和尊严””。。她一如既往地关注后殖民时代尼她一如既往地关注后殖民时代尼

日利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日利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同时又把视线同时又把视线

更多地投向了在海外更多地投向了在海外（（主要是美国主要是美国））的尼日的尼日

利亚移民及其日常生活利亚移民及其日常生活，，在跨国界和跨文在跨国界和跨文

化的视域中化的视域中，，以富含人性张力的离散叙事以富含人性张力的离散叙事，，

折射出她对种族折射出她对种族、、性别性别、、阶级阶级、、文化等社会文化等社会

分野的观察与思考分野的观察与思考。。从从《《绕颈之物绕颈之物》》到到《《美国美国

佬佬》，》，可以看出阿迪契创作重心的变化可以看出阿迪契创作重心的变化。。

《《绕颈之物绕颈之物》》收录了收录了1212篇短篇小说篇短篇小说，，既既

是阿迪契的一部过渡性作品是阿迪契的一部过渡性作品，，也可视为也可视为《《美美

国佬国佬》》的序曲的序曲。《。《固执的历史学家固执的历史学家》《》《个人感个人感

受受》《》《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等等66篇篇““尼日利亚故事尼日利亚故事””涉涉

及殖民主义及殖民主义、、民族冲突民族冲突、、专制统治专制统治、、内战内战、、青青

少年成长等主题少年成长等主题，，与前两部长篇小说一脉与前两部长篇小说一脉

相承相承。。而而《《绕颈之物绕颈之物》《》《赝品赝品》《》《婚事婚事》《》《上个星上个星

期一期一》》等等55篇篇““美国故事美国故事””则反映尼日利亚移则反映尼日利亚移

民在美国遭遇的语言差异民在美国遭遇的语言差异、、文化冲突文化冲突、、身份身份

认同认同、、种族歧视种族歧视、、经济困难经济困难、、跨国婚姻等问跨国婚姻等问

题题。《。《赝品赝品》》中独居美国的尼日利亚富商妻中独居美国的尼日利亚富商妻

子苦等在国内包养女友的丈夫子苦等在国内包养女友的丈夫，，颇有点颇有点《《美美

国佬国佬》》中柯希的影子中柯希的影子；；而而《《绕颈之物绕颈之物》《》《上个上个

星期一星期一》》中尼日利亚女留学生在打工过程中尼日利亚女留学生在打工过程

中与白人女主人及白人恋人之间的纠葛中与白人女主人及白人恋人之间的纠葛，，

则很像则很像《《美国佬美国佬》》中伊菲麦露的遭遇中伊菲麦露的遭遇。。更有更有

场景跳出尼美两国场景跳出尼美两国、、设在南非的设在南非的《《猴跳山猴跳山》，》，

以一个英国教授组织非洲作家笔会的故以一个英国教授组织非洲作家笔会的故

事事，，揭示出原宗主国对非洲作家及其作品揭示出原宗主国对非洲作家及其作品

的歧视性期待和规约的歧视性期待和规约，，再次形象地展示了再次形象地展示了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美国佬美国佬》》中所谓的中所谓的““美国佬美国佬””，，是尼日是尼日

利亚人对在美国镀过金的利亚人对在美国镀过金的““海龟海龟””的戏称的戏称，，

具体指女主人公伊菲麦露具体指女主人公伊菲麦露。。伊菲麦露决定伊菲麦露决定

回国前回国前，，已在美国打拼已在美国打拼1313年年，，可说是实现了可说是实现了

““美国梦美国梦””：：取得了公民身份取得了公民身份，，成了全美成了全美““首首

屈一指的屈一指的””种族问题博客作者种族问题博客作者，，买了房和买了房和

车车，，还有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高知男还有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高知男

友布莱恩友布莱恩。。伊菲麦露的回归伊菲麦露的回归，，隐含着阿迪契隐含着阿迪契

对尼日利亚实现政治重建和文化重构的信对尼日利亚实现政治重建和文化重构的信

心心。。伊菲麦露当年之所以赴美留学伊菲麦露当年之所以赴美留学，，是因为是因为

国内政局动荡国内政局动荡，，本该宁静的大学校园里本该宁静的大学校园里，，罢罢

课取代了正常的教学课取代了正常的教学，，而在她之前而在她之前，，乌茱堂乌茱堂

姑逃姑逃亡美国也与国内频繁发生军事政变有亡美国也与国内频繁发生军事政变有

关关。。19991999年年，，奥巴桑乔执政后推行民主化改奥巴桑乔执政后推行民主化改

革革，，尼日利亚政局渐趋稳定尼日利亚政局渐趋稳定，，经济发展步入经济发展步入

正轨正轨，，吸引了众多吸引了众多““海归海归””回国创业回国创业。。伊菲麦伊菲麦

露回国后重新开始撰写博客露回国后重新开始撰写博客，，讲述她在拉各讲述她在拉各

斯的所见所闻斯的所见所闻，，假以时日假以时日，，她会成为尼日利她会成为尼日利

亚首屈一指的社会现象博客作者亚首屈一指的社会现象博客作者，，以这种身以这种身

份参与尼日利亚的文化重构份参与尼日利亚的文化重构。。她的文化重她的文化重

构构，，也必定包含着对尼日利亚传统性别文化也必定包含着对尼日利亚传统性别文化

的扬弃的扬弃。。小说对她作为独立女性与柯希作为小说对她作为独立女性与柯希作为

传统女性的设定与对比传统女性的设定与对比，，以及奥宾仔与柯希以及奥宾仔与柯希

离婚离婚、、回归伊菲麦露怀抱的结局回归伊菲麦露怀抱的结局，，承承载着阿载着阿

迪契对两性关系的理想化重构迪契对两性关系的理想化重构。。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伊菲麦露的回归伊菲麦露的回归，，也是对美也是对美

国种族政治的批判与摈弃国种族政治的批判与摈弃。。在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种种

族不是一个社会范畴族不是一个社会范畴，，伊菲麦露到了美国伊菲麦露到了美国，，

才发现自己变成了才发现自己变成了““黑人黑人””。。而她到白人家而她到白人家

做保姆做保姆，，与女主人金伯利相处及之后与其与女主人金伯利相处及之后与其

表弟柯特相恋又分手的经历表弟柯特相恋又分手的经历，，以及乌茱堂以及乌茱堂

姑取得美国行医执照却被白人患者嫌弃姑取得美国行医执照却被白人患者嫌弃、、

表弟戴克在学校遭到排挤差点自杀的遭表弟戴克在学校遭到排挤差点自杀的遭

遇遇，，令她深切体会到令她深切体会到，，尽管到了世纪之交尽管到了世纪之交，，

种族主义仍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影响着美种族主义仍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影响着美

国社会和个人生活国社会和个人生活。。与柯特分手后与柯特分手后，，伊菲麦伊菲麦

露开启了名为露开启了名为““一个非美国黑人对美国黑一个非美国黑人对美国黑

人人（（他们从前被称为黑鬼他们从前被称为黑鬼））的种族相关及各的种族相关及各

种观察种观察””的匿名博客的匿名博客，，论及形形色色的种族论及形形色色的种族

怪现象怪现象，，如如““有时候在美国有时候在美国，，种族就是阶种族就是阶

级级””、、““种族种族、、性别与身体的胖瘦性别与身体的胖瘦””等等，，即便在即便在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前后，，情况也未见多情况也未见多

大改观大改观。。伊菲麦露认为解决种族问题最简伊菲麦露认为解决种族问题最简

单的方法是浪漫的爱情单的方法是浪漫的爱情，，然而黑人与白人然而黑人与白人

之间的浪漫爱情如凤毛麟角之间的浪漫爱情如凤毛麟角，，即便她与布即便她与布

莱恩之间莱恩之间，，也隐约矗立着美国黑人与非美也隐约矗立着美国黑人与非美

国黑人之间的隔栅国黑人之间的隔栅。。但是尼日利亚与美国但是尼日利亚与美国

不同不同：：尼日利亚没有种族藩篱尼日利亚没有种族藩篱，，是她能够扎是她能够扎

下根来且不想再抽离的惟一的地方下根来且不想再抽离的惟一的地方；；尼日尼日

利亚有她的初恋男友利亚有她的初恋男友，，奥宾仔是与她心有奥宾仔是与她心有

灵犀灵犀、、默契到无需解释的惟一的人默契到无需解释的惟一的人。。

阿迪契的文学创作深植于尼日利亚文阿迪契的文学创作深植于尼日利亚文

学的优良传统学的优良传统，，但她立足于后殖民时代但她立足于后殖民时代，，以以

尼日利亚中产阶级女性的视角为主尼日利亚中产阶级女性的视角为主，，融合融合

了其他阶层了其他阶层、、性别和种族的视角性别和种族的视角，，采用细腻采用细腻

平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平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透过缀满人性细节透过缀满人性细节

的个人叙事的个人叙事，，探讨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民族探讨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民族

国家的文化重构与政治重建以及跨文化视国家的文化重构与政治重建以及跨文化视

域下的种族域下的种族、、性别与阶级等主题性别与阶级等主题，，写出了自写出了自

己独有的风格与特色己独有的风格与特色。。如今如今，，阿迪契还把自阿迪契还把自

己的声音传到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公共领己的声音传到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公共领

域域，，在诸多场合讲述在诸多场合讲述““单一故事的危险性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呼吁呼吁““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她不仅她不仅

是作家是作家，，还力争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还力争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用用

她的文字她的文字，，还有她的声音还有她的声音，，讲述更多的非洲讲述更多的非洲

故事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非洲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非洲的声音。。

阿迪契意识到“单一故事的危险性”：即便讲非洲故事的人是非

洲人，单一的故事仍极有可能落入西方霸权话语的陷阱，成为非洲

“他者”的又一刻板形象。为了有效彻底地拆解西方殖民话语和种族

话语中的非洲“他者”形象，非洲作家必须创作出尽可能多的非洲故

事和非洲人物，让西方读者看到非洲的丰富与复杂，看到最接近于真

实的非洲。这也是阿迪契致力于讲述更多新故事的出发点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