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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贝恩·克拉德的抽象空间逃离
——索尔·贝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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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解读索尔·贝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尝试从空间角度分析主人公贝恩逃离抽象空间的原因。植物形
态学教授贝恩·克拉德，备受抽象空间即高楼大厦、他人对金钱的贪婪以及人造植物的折磨：惧怕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
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产生了抽象空间，它凝聚了世界商品、自身逻辑性和策略、金钱的力量和政治国家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失
败者贝恩·克拉德被迫多次逃至绝对空间里的植物世界寻求庇护。
【关键词】 绝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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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15 年 10 月，索尔·贝娄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
的拉辛镇，父母是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掌握流利
的英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法语的他，是第一个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人。从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
（1944），到最后一部《拉维尔斯坦》（2000），他名闻遐迩。
他的小说常批判当代美国社会，明显拒绝现代传统的当属小
说《 勿 失 良 辰 》（1956）。 而《 更 多 的 人 死 于 心 碎 》（1987）
同样“阐明了悲喜剧气氛，现代社会以狂热步伐阻碍个人试
图寻求精神超脱”， [1] 展现了人类经受性关系和社交折磨的
痛苦。“贝娄将他的主角（男性，通常为犹太人）抛进可怕
的境况，这种境况部分由自身缺点和错误观念引起，因身边
吵闹的不忠爱人、贪婪的亲戚或律师以及疯狂的阴谋者加
剧” [2]，小说到处流露着一股焦虑。
国内关于索尔·贝娄的译著研究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才开始出现。当贝娄 1976 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国内没有任
何 关 于 他 的 作 品 译 本。“ 据 中 文 检 索，1979 年 至 2011 年 9
月间，中国期刊发表有关索尔·贝娄的评价文章和论文共
三百余篇”。 [3]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研究朝着多元化快
速发展。近来，一些学者研究贝娄的荒原主题 ；一些分析他
的犹太性，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乔国强教授 ；还有一些集
中于小说的知识分子主题，比如厦门大学的刘文松教授。讲
师刘兮颖用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分析《更多的人死于
心碎》，展现了“犹太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
困惑和精神危机，以及传统犹太伦理道德观念在美国当代社
会受到的冲击” [4]。而籍晓红则认为贝娄“对后工业社会里
的消费主义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5]。
关于该小说的研究角度不一，然而很少学者从空间角
度分析贝恩在爱情和社交上的失败。空间并非空的容器，它
是富含社会属性的。在法国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空间被分为六阶段 ：绝对空间、神
圣空间、历史空间、抽象空间、矛盾性空间和差异性空间。
绝对空间属于自然状态 ；抽象空间“是一个支配性的、征服
性的、控制性的与权威性的空间（甚至包括野蛮的粗暴与暴
力），一个压迫性的空间。进而言之，抽象的空间是一个权
力工具” [6]。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抽象空间。在植
物学取得极具洞察力成就的贝恩，被很多女性视为爱人或丈
夫的第一选择。被她们所伤，他逃至陌生地方以隐藏自己的
无能。严重依赖外甥肯尼思，贝恩不知如何与周边人相处。
在抽象空间里被两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折磨的贝恩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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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植物所生存的绝对空间的庇护。他遭受心碎爱情和失败
社交，认为“比起核辐射污染来，伤心更让人致命” [7]。
二、抽象空间的心碎爱情
贝恩·克拉德是植物形态学的教授，有着俄罗斯犹太
血统。写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后，他获得了很高荣誉。他常
去草木繁荣的世界各地，比如中国山川、印度森林、巴西丛
林和遥远南极。这些地方属于自然状态，于他有着特殊意义，
特别是南极地带“给人品尝到永恒的滋味 ：人的灵魂必须离
开温暖的肌体 ；在南极你可以练习一下身体不受气温影响的
功夫，一旦永恒境界到来，人便需要这种功夫” [8]。他沉醉
于植物世界，因为“在最单调乏味的野草中，隐藏着空气、
土壤、阳光、繁殖的奥秘”[9]。对植物学洞察力丰富的他来说，
植物已然成为朋友，自然空间里的他自由、放松和快乐。
单身十五年，孤单使他意欲寻找情感寄托。闻名遐迩
的他被很多女性视为情人或丈夫的优秀人选。在寻求真爱路
上因缺乏拒绝女人的能力，纯粹自我空间被外界打扰。当征
服性极强的肥胖的戴勒·贝岱尔向他寻求性满足时，他不敢
拒绝 ；一夜情后，贝恩力图躲避，这给她造成了巨大伤痛。
性对戴勒是救命药和止痛剂，对贝恩却是毒药。贝恩只得逃
跑至巴西开植物形态学讲座，而此时既非美人又非熟人的戴
勒死于心脏骤停。他觉得“心碎而死的人确比因原子辐射而
猝亡的人更多。然而，并不存在反对心碎的群众运动，大街
上也见不到反对心碎的示威游行” [10]。人们有意识保护自身
免受原子辐射的危害，却无法逃离爱人亲人导致的心碎。
“度假胜地或村庄，滑雪场或阳光充沛的沙滩，作为享
乐的代表性设施，彰显着性和性欲、娱乐及肉体满足” [11]。
列斐伏尔此言明确表明，洋溢着性的娱乐设施易使人受控
制。刚逃过豺狼，又遇上虎豹。在波多黎各的海边奢华赌场
酒店，他遇到了极具诱惑力的卡罗琳·本治。象征着美丽、性
和需求的她，成为贝恩人生的又一入侵者。受她求婚所迫，当
她给了航班号和抵达时间后，贝恩急忙逃至东京。没有真爱的
婚姻是囚笼和枷锁，女性赤裸裸的性需求使他困惑和恶心。
历经多年的“调情、追求、渴望、入迷、遗弃、侮辱、
折磨、性奴役等” [12]，他决定以婚姻结束所有折磨。相信玛
蒂尔达能够给他真爱和平静婚姻，他选择了她。然而，在婚
姻生活里，他逐渐意识到拜金主义追逐名誉的她并非真爱，
却是一直支配控制他的抽象空间“武士”。妻子提议看电影
《惊魂记》，但描绘着抽象空间血淋淋画面的电影使他恐惧
恶心 ；妻子显露的宽肩及分离的乳房也一直折磨着他。列斐
伏尔提出 ：
“社会空间以身体的使用为先决条件 ：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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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器官和动作姿态。” [13] 身体和空间互相联系，前者是人
类体验外在空间的渠道，身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贝恩碎
片式地观察妻子的身体时，之前的美感渐渐消失 ；当生活碎
成千片万片后，爱情渐被瓦解。他别无选择只能逃离，而北
极则成为疗伤的完美绝对空间。
这些女性被描写为“精明狡猾的女商为了获得最大利
益而谋划着诱捕男人并与之订立婚约” [14]。用性爱诱捕贝恩
的戴勒、用婚姻支配控制他的卡罗琳和用金钱地位压迫他的
玛蒂尔达，是抽象空间的代表者。为了逃离女性设下的爱情
陷阱和婚姻枷锁，他分别逃至巴西、日本和北极。不确定爱
情和婚姻为何物的他，深感困惑和心碎，渐渐沦为无能男性。
三、抽象空间的消极社交
列斐伏尔指出 ：
“资本主义有多种方面 ：土地资本、交
易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在实践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15]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那只无形之手偏爱美国，把
美国当成自己的宠儿” [16]。美国身为资本主义大国，是一个
支配性、征服性、控制性、权威性的抽象空间。生活于美国
社会里的贝恩，备受高楼大厦、他人对金钱的贪婪以及人造
植物的折磨。惧怕资本主义社会，他多次逃至植物世界寻求
庇护。
列斐伏尔认为，建筑“成功地将控制权力的对象和商
业交换合并，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残酷社会关系” [17]。小说里
的电子塔楼、阿维尼翁餐馆、拉亚蒙家族的两层公寓和玛
蒂尔达继承的雷诺克宅邸，对贝恩而言象征着抽象空间的
权力。站在充斥着可憎企业的塔楼前，贝恩深感无力和恐
慌。塔楼这意象“象征了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巨大力量，代
表了物质主义对人的侵袭，是现代城市中一切邪恶东西的
化身” [18]。和岳父在高耸奢华的阿维尼翁餐馆吃饭，贝恩难
以下咽 ；他也无法接受妻子家里的奢华铺张风格。身于此却
自觉外人，岳母房里的杜鹃花成为了他唯一的慰藉和精神寄
托。当拉亚蒙家族唆使他跟舅舅要回钱财来装修有着二十多
个房间的“巨兽”雷诺克并给玛蒂尔达提供富裕体面的生活
时，贝恩茫然不知所措，悲痛心碎。相比之下，他珍惜自己
的小公寓，毕竟那里有着快乐的回忆和珍贵的植物。
“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产生了抽象空间，它凝聚了世
界商品、自身逻辑性和策略、金钱的力量和政治国家的力
量” [19]。贝恩年轻时敬爱自己的舅舅哈罗德·维里茨。当昔
日宁静小房被如今的电子塔楼取代后，舅舅的视财如命使两
人关系破裂。岳父对金钱的野心勃勃、妻子对金钱名誉的渴
望以及他们的阴谋算计，使得贝恩想要逃离这冰冷残酷的世
界。“不喜欢那种由于难以把握天然和人造之间的界限而产
生的不安情绪”[20]，婚礼仪式上不舒服的他寄托于香脂冷杉；
住在妻子家里，杜鹃花成为了精神支柱。当他意识到杜鹃是
假的后心痛道，“一盆假扮的杜鹃——一个替代，一个圈套，
一个骗子，一种摆设，一个引人上当的赌棍！” [21] 他的精
神支撑荡然无存。模仿自然的人造物是抽象空间的典型产
品，虽有自然特点却充斥着冰凉的资本主义色彩，也象征着
拉亚蒙家族的虚伪情感，时刻压抑着贝恩。建筑、金钱和假
杜鹃花是抽象空间的资本主义化身 ；舅舅和拉亚蒙家族亦是
强大的抽象空间势力。不知如何与人相处，难过困惑时，贝
恩钻进绝对空间，让自然治愈破碎的心。简言之，他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败者。
四、结论
“抽象空间是控制工具，使产生于它而极力想摆脱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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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感到窒息” [22]。在绝对空间里，因植物不会控制人的思
考和主观能动性，贝恩能表现得强大且富有洞察力，和植物
融为一体 ；而在抽象空间里，爱情和社交需要主人公和自我
空间以外的他人发生交集，建立关系。在社交网络上，他显
得软弱无能为力，深感窒息。面对肥胖而咄咄逼人的戴勒、
魅力诱人的卡罗琳和强势且追名逐利的玛蒂尔达，他因害
怕对方的支配和控制而逃离至其他地方演讲或寻找植物的慰
藉 ；面对舅舅和岳父，他因憎恶经济空间而茫然，不知如何
面对和交流，渐渐反感远离 ；面对高楼大厦、资本主义金钱
和假植物，他无能为力软如泡沫。性欲、假物，虚伪和欺诈
让贝恩受尽折磨。在抽象空间里，他一直逃离。为了从拉亚
蒙家族的悲痛中寻得精神重生，最终逃跑到北极。“贝娄谈
及人生、真挚和爱情，但他的小说人物在无爱冷酷的世界上
经受精神不安，尽管他们希望寻找到融化他人结冻的心的灵
丹妙药” [23]。贝娄希望人们可以勇敢融入社会，即使过程痛
苦，如能蜕变成蝶亦是成功。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
贝恩经历了心碎爱情和失败社交。被周边人利用的他悲痛绝
望，无法生存于使之窒息的抽象空间。幸运的是，他能够踏
入绝对空间幸免于难，寻得精神境界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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