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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白人移民身份嬗变背后的帝国兴衰

———麦克戈耶《归乡》的双重叙事进程

苏州科技大学　 杨建玫

摘　 要：“肯尼亚文学之母”玛乔丽·麦克戈耶是当代英裔肯尼亚白人作家。 她因自己的非洲生活经历而关注 ２０
世纪在肯尼亚生活的英国白人移民。 在小说《归乡》中，她在描绘杰克和艾伦一家的生活变迁时，表达了白人移民

的身份建构、身份危机和身份解构主题，并隐含大英帝国在肯尼亚的兴衰。 本文首先探讨麦克戈耶的白人移民书

写和帝国逆写特质，然后探究白人移民身份嬗变的“显性情节发展”和大英帝国兴衰的“隐性进程”的互补关系，从
而揭示小说的双重主题关怀和双重叙事进程，解析作家为肯尼亚的英国殖民体系瓦解谱写的一曲现实主义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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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文学之母”玛乔丽·麦克戈耶（Ｍａｒ⁃
ｊｏｒｉｅ Ｏ．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２８—２０１５）是肯尼亚当代英裔

白人作家，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仅凭

艺术成就而言，麦克戈耶是东非第一代作家中的

顶级作家” （Ｋｕｒｔｚ ２００５： ｘｉｘ）。 她博得了上至大

学生下至儿童的广大读者的喜爱，出版有小说、诗
歌和评论近十部作品。 她的作品触及殖民统治、
政治腐败、女性地位、底层生活等问题。 小说《新
生》（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Ｂｉｒｔｈ， １９８６）获英国的辛克莱奖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ｗａｒｄ）①，她也因此成为非洲文学史上

首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 麦克戈耶的小说《归

乡》（Ｈｏｍｉｎｇ ｉｎ， １９９４）曾获肯尼亚最高文学奖肯

雅塔奖（Ｋｅｎｙａｔｔａ Ａｗａｒｄ），以移居肯尼亚的英国白

人女教师艾伦年老时的回忆为明线，描绘了 ２０ 世

纪 ３０—８０ 年代以艾伦和杰克一家为代表的白人

移民在肯尼亚的生活变迁。 艾伦在 ３０ 年代末来

到肯尼亚，帮助丈夫杰克和叔叔经营农场，后来到

学校教书，直至 ８０ 年代年老体衰，靠黑人女佣玛

莎照顾日常起居。 小说表达了肯尼亚白人移民从

身份建构、身份危机到身份解构的身份嬗变主题。
《归乡》的身份嬗变主题构成了小说的“显性

情节”，但在这一显性情节主线下还隐含着大英

帝国兴衰的“隐性进程”。 申丹（２０１５： １６６） 提

出，“隐性进程是与情节并行的贯穿文本始终的

叙事暗流”。 “这股暗流既不是情节的一个分支，
也不是情节深处的一个暗层，而是自成一体，构成

另外一种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

行。 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甚或相反的走

向，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形成对照

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申丹 ２０２１： ３）。 在《归
乡》中，麦克戈耶展现了 ２０ 世纪肯尼亚的白人移

民身份嬗变与英国殖民史之间的密切关系。 将艾

伦一家在肯尼亚的人生历程置于英国殖民史的进

程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白人移民身份嬗变的

背后，还隐藏着英国殖民统治由盛至衰的帝国逆

写的叙事暗流。 帝国逆写这一叙事暗流与身份嬗

变的显性情节呈补充关系，共同构成了“隐性进

程” 。本文拟根据申丹的“双重叙事进程” （ ｄｕ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理论，首先探讨麦克戈耶的

①　 这一奖项专门颁发给那些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文

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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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移民书写和帝国逆写特质，然后从《归乡》叙
事的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两方面展开，通过对显

性情节的梳理挖掘小说隐性进程的脉络，从而揭

示小说的多元主题关怀，解析她为肯尼亚的英国

殖民体系瓦解谱写的一曲现实主义挽歌。

一、麦克戈耶的白人移民书写和帝国逆写特质

麦克戈耶属于“殖民流散”①作家。 她未遵循

常见的后殖民流散迁徙模式，而是在 ２０ 世纪上半

叶从英国移居到肯尼亚，开始了在非洲的流散生

活。 她的生活经历具有文化杂糅性，这为她的白

人移民书写打下了基础。 麦克戈耶出生于英国南

安普敦的一个白人家庭，１９５４ 年以传教士的身份

来到肯尼亚。 １９６３ 年肯尼亚独立后，她嫁给了当

地的一名公务员。 在取得肯尼亚公民身份后，她
到内罗毕定居，完全融入了丈夫的卢奥族大家庭，
并因反感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拒绝接受白人享有的

特权，直至去世。 关于自己的身份，她说：“你可

以把我看作是英国公民，但我自己却不这么认

为”（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７）。 在肯尼亚生活的年代，
大英帝国早已失去了昔日辉煌。 她作为历史的见

证人，亲历了 ２０ 世纪英国殖民统治在肯尼亚由盛

至衰的过程。 在嫁到肯尼亚后，她对黑人文化产

生了认同感，能够客观看待英国白人移民的肯尼

亚生活，并思考大英帝国在肯尼亚的命运。
麦克戈耶的白人移民书写不同于英国殖民作

家的“白人至上”思想，而是展现出她同情原住民

的人道主义思想。 她不像艾丝佩丝·赫胥黎（Ｅｌ⁃
ｓｐｅｐｈ Ｈｕｘｌｅｙ）、凯伦·布里克森（Ｋａｒｅｎ Ｂｌｉｘｅｎ）等
白人移民作家一样去丑化非洲人形象或刻画刻板

的原住民形象，她对原住民的刻画更为客观、友
好。 她所刻画的黑人玛莎是一位勇敢、独立的女

性形象。 玛莎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经济独立，
并资助女儿接受教育改变命运。 艾伦与她的原住

民学生及家长关系融洽，对他们宽容仁慈、关爱有

加，这些无不折射出麦克戈耶的人道主义思想。
麦克戈耶从未将种族关系对立起来，而是通过艾

伦对原住民的文化认同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殖

民话语。
麦克戈耶对大英帝国的书写也不同于非洲本

土作家的 “帝国逆写”。 像钦努阿 · 阿契贝

（Ｃｈｉｎｕａ Ａｃｈｅｂｅ）、瓦·提安哥·恩古吉 （Ｎｇｕｇｉ

Ｗａ Ｔｈｉｏｎｇ'ｏ）等“同时承担反写白人和重新树立

同胞形象这个双重任务” （颜治强 ２００７： ８３），他
们批判英国的殖民统治，“利用反话语对殖民者

进行批判、揭露、丑化” （阿希克洛夫特等 ２０１４：
２０６）。 以恩古吉为例，他主要批判独立前后英国

的殖民统治，讴歌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斗争，而他刻

画的英国殖民者大多是凶狠、贪婪的压迫者形象。
麦克戈耶与恩古吉不同，她的白人流散生活经历

和文化杂糅身份决定了她关注的并非肯尼亚本土

的政治问题，而是白人移民的命运。 为了避免因

对母国“揭丑”而触怒同胞，麦克戈耶选择通过书

写白人移民的身份嬗变来反映大英帝国的兴衰。
她以隐晦的方式对大英帝国进行逆写，使得白人

移民的身份嬗变成为大英帝国兴衰的隐喻。
麦克戈耶的进步之处在于她未公开为英国殖

民统治唱赞歌，而是打破了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形

象模式，这与她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 在前辈作

家生活的年代，英国的海外殖民如日中天；到了麦

克戈耶生活的 ２０ 世纪，大英帝国逐渐失去了昔日

辉煌。 她作为历史见证人，亲历了 ２０ 世纪英国殖

民统治在肯尼亚由盛至衰的过程，尤其在嫁给肯

尼亚原住民后，她对非洲文化产生了认同感。 这

些因素导致她能够客观地看待移民在非洲的生

活，书写他们在非洲的惨淡人生及身份嬗变。
《归乡》展现了以艾伦为代表的白人移民的身份

危机及其对黑人文化的认同，解构了白人移民的

尊贵身份，以隐晦的方式披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

崩溃。

二、二战前白人移民的身份建构与

隐含的大英帝国强盛

　 　 身份“是在特殊的社会语境与历史境遇中建

构起来的”（Ｂｅｎ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１７３）。 在《归乡》
中，杰克一家三代人在肯尼亚的生活随着大英帝

国的兴衰而变迁。 在英国白人移民尊贵身份的显

性主题下隐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肯尼

亚的强盛统治的隐性进程。
二战前，白人移民的尊贵身份得益于英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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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殖民流散”即“前往非洲的殖民者或具有殖民性质

的白人群体及其后代”。 可参见朱振武、袁俊卿

（２０１９）。



肯尼亚的殖民压迫和经济掠夺。 １８９５ 年，英国政

府宣布乌干达以东的英国势力范围为英属东非保

护地（即肯尼亚），基本上确立了英国在肯尼亚的

统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遭到重

创，民众的失业状况严重，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需

要大量人员去管理。 １９１９ 年，英国政府推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白人退伍士兵定居计划” （Ｓｅｔ⁃
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鼓励民众

前往非洲定居，由此第一代白人移民开始到肯尼

亚生活。 １９２０ 年，英国政府将东非保护地更名为

肯尼亚殖民地，随后殖民当局将大量肥沃土地无

偿转让给不断涌入的移民，使他们获取了大量物

质财富，殖民地的秩序更加稳定，殖民统治也得以

巩固（杭聪 ２０１０： １１３）。 在小说中，杰克的叔叔

属于第一代白人移民，他作为一战退伍士兵在 ２０
年代来到这里经营农场，成为大农场主。 像他一

样，许多第一代白人移民把农产品运往英国获得

经济收益，同时也维护了殖民地的统治秩序。
肯尼亚的第二代白人移民同样享有大英帝国

强盛带来的尊贵身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他们因英

国的经济大萧条去肯尼亚谋生，同样享有殖民当

局给予的优惠经济政策。 通常个人或群体从母国

到异国后会处于边缘化的处境，但是非洲殖民史

显示，那时白人“反客为主。 他们在非洲买卖土

地，设立办事处，制定法律，雇佣非洲土著人工

作”（朱振武、袁俊卿 ２０１９： １４４）。 每当移民与原

住民发生利益冲突时，殖民当局往往偏袒移民，同
时，当局也因移民维护其统治而获得相应的回报。
在小说中，艾伦和杰克夫妇是第二代白人移民的

代表。 杰克作为白人至上论者，压榨原住民进行

生产，获取了诸多经济利益，并确立了他在社会上

的主导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移民在经济领域的

成功也促成了他们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 艾伦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她的教师职业巩

固了她的社会地位和主导文化身份。 虽然她是在

３０ 年代为了逃避即将发生的战争才随丈夫来到

这里，最初她并不习惯农场的生活，但是她在这里

的地位使她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并在此后的十余

年间为此沾沾自喜。 随着英国政府加大对肯尼亚

的殖民教育力度，艾伦重执教鞭走上讲台，她的社

会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归乡》通过表现第一代和第二代白人移民

在社会上的主导身份，在叙事进程始端便揭示出

移民的主导身份得益于大英帝国的兴盛这一叙事

暗流，使得隐性进程与显性情节互为补充。 艾伦

的回忆中隐含着二战前英国殖民当局在肯尼亚建

立的等级关系：由英国政府直接任命的殖民地官

员作为所谓的殖民精英代表英国政府的权威，属
于最高等级的殖民统治阶层；比精英低一级的是

像杰克之类的白人农场主和跨国公司员工，他们

凌驾于原住民之上，地位仅次于殖民统治阶层；而
原住民则沦为社会底层的“他者”。 这反映了西

方传统殖民观中的中心与边缘认知范式，“这个

中心 ／边缘认知范式展现了殖民时期的民族关系。
殖民主义假定世界被划分为二元对立关系才得以

存在，而帝国的建立在于一个稳定的等级关系。
在这个关系中，被殖民者作为殖民文化的他者而

存在” （Ａｓｈｃｒｏｆｔ １９９８： ８１）。 像杰克的叔叔和杰

克夫妇之类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白人移民在肯尼亚

建构了主导文化身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与

大英帝国在肯尼亚稳固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这
也就是 Ｅ． 拉克劳（Ｅ． Ｃｌａｒａｏ）所谓的“社会身份的

构成是权力的行为”（霍尔、杜盖伊 ２０１０： ５）。 因

而，艾伦的回忆显示，二战前白人移民不仅建构了

尊贵的身份，而且在经济和教育领域确立了主导

地位，这隐含着英国强盛的殖民统治。

三、二战后白人移民的身份危机与

隐含的英国殖民统治终结

　 　 二战后，英国白人移民的身份随着肯尼亚的

历史进程发生了变化。 “文化身份与所有具有历

史性的东西一样，总是经历一定的变化发展。 它

们不是永恒固定在本质化的过去中，总是由于历

史、文化、权力的作用而不断地变化” （Ｈａ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３６）。 二战给英国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

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和影响力，英国的海外

殖民扩张进入了衰落阶段。 这不仅意味着大英帝

国的统治即将终结，也给海外移民带来了身份困

惑，使他们面临不可逆转的没落命运和身份危机。
移民身份危机的显性情节和英国殖民统治衰落的

隐性进程平行发展，在艾伦一家的生活变迁中显

现出来，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二战不仅使英国国内的民众备受战争之苦，

也使白人移民笼罩在战争阴影里。 小说虽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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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战火中的英国，但是艾伦对家人来信的回忆

从侧面反映了二战给普通英国人带来的灾难和痛

苦：伦敦遭到纳粹德国的轰炸后，人们忙于避难逃

命；杰克的妈妈被炸死；艾伦的弟弟战死；在肯尼

亚的白人移民也未幸免于难，艾伦一家也被卷入

战争。 杰克被派到意大利作战，叔叔得病去世，这
导致艾伦不得不放弃教书，去维持农场的运转。
干旱导致农场的收成甚微，人们不得不想办法种

植蔬菜。 在农场实行配给制后，人们的生活雪上

加霜。 所幸战争结束后杰克回家接手了农场的事

务，艾伦得以重返学校教书。 然而，杰克从战场上

回来后，脑海里常萦绕着惨烈的战斗场景。 战争

的残酷给杰克带来了心理创伤，也折磨着艾伦，迫
使他们反思自己的处境。

战后，白人移民在肯尼亚的文化身份更加不

确定。 艾伦回母国省亲的经历使她感受到了周围

环境变化引发的大英帝国的衰落。 她离开母国已

十年有余，因思乡心切携子女返乡省亲，伦敦之行

使她认识到大英帝国的辉煌已如过往烟云：战争

使英国遭受重创，到处是战争废墟；民众物质生活

匮乏，情绪低落；父母的气色也不好，父亲作为律

师本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却生活拮据。 虽然艾

伦还像昔日一样向子女宣扬大英帝国的历史，但
她明白这一切已不复存在。 她还从生活在印度的

姐姐那里得知，英国移民在印度殖民地的生活状

况和她一样糟糕。 看到英国需要重建时，她质疑

英国的殖民地还能维持多久，与其他移民一样，艾
伦的身份也处于变化与转化的过程之中。

返乡之行使艾伦对英国产生了疏离感，开始

质疑自己的身份。 对于离乡十多年的她而言，母
国早已陌生。 这次旅行归来后，“艾伦确认了一

件事，那就是回去的是史密斯夫人……在肯尼亚

她更自在，在英国则是陌生人”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９５）。 这意味着她认识到自己已失去原先的英国

人身份，而且她的情感和思想也不再扎根于欧洲。
显然艾伦已习惯于殖民地的生活，在感情上与肯

尼亚已不可分离。 她虽然和当地居民相处融洽，
却“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始终不明就里”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９８），这说明她并未真正融入当地生活。 对

于移民而言，“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
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张京媛 １９９９： ６）。 即使在英国殖民统治

衰落之际，像艾伦一样未返回母国的白人移民仍

难以接受其尊贵身份已不复存在的现实。 肯尼亚

独立前后，白人移民的社会地位日渐低下，艾伦经

营的农场也日益衰败，她只好把剩下的田地全部

卖掉。 随着移民失去昔日“上等人”的尊贵身份，
艾伦陷入了流散生活状态。

在艾伦的身份日益恶化的显性主题下隐含着

肯尼亚社会的变革和英国殖民统治的衰落。 ５０—
６０ 年代，许多深受殖民压迫的原住民越来越难以

忍受英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揭竿而起，发起了

“茅茅”运动，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统治。 １９５２ 年，
爆发的 “茅茅”武装起义“是二战后在英属非洲

殖民地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起义”，
也是“茅茅”运动发展的顶点（Ｎｇｕｇｉ １９８１： ９２）。
原住民力图夺回原属于自己的土地，争取自身权

益，白人移民也因强占肯尼亚土地并获得诸多经

济利益而成为“茅茅”党人打击的目标。 这一运

动加快了大英帝国衰落的步伐。 麦克戈耶虽然未

直接描述“茅茅”运动，但是她描绘了那个时期艾

伦感受到的紧张气氛和她对周围人的观察：她的

一些雇工离开了农场，在她叙述的字里行间透露

出这些人与“茅茅”党人有瓜葛。 １９６３ 年，肯尼亚

获得了政治独立，这意味着英国殖民统治在肯尼

亚的终结。
肯尼亚的社会变革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终结给

白人移民的地位和身份造成了更大冲击。 他们被

迫进行抉择：要么离开这里，要么留下来接受新的

政权。 艾伦不得不考虑自己该何去何从。 首先，
她深知故土难回。 “是回到英国靠姐妹生活吗？
如果真想回英国的话，当初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

该回去”（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７１）。 面对居住地的抉

择，她进退两难。 尽管她一直保留有英国护照，但
是作为前殖民地的移民，移居肯尼亚多年后，她对

母国早已失去归属感。 更何况她在英国从未缴纳

过保险，即使回国也无法领到养老金，因而，“她
从未自找麻烦，考虑重新获得英国公民的身份”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６５）。 然而，留在肯尼亚则意味

着她将在原住民掌控的政权下失去白人曾经享有

的权利，并放弃自己尊贵的身份。 “身份可以随

着个人身处语境变迁而不断发生复杂的变化”
（卡斯特 ２００６： ５－６）。 在决定留在肯尼亚后，艾
伦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她只有退休金和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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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只能省吃俭用，买便宜的食物，在重要场合才

穿自己以前购置的高档服装。 虽然艾伦经历了英

国殖民统治和结束两个时期，在两个国家生活过，
却无法找到容身之地和自己的身份。 “分裂文化

身份是异质文化之间压制与抵制的文化政治造成

的中产阶级文化自我的分裂。 中产阶级主体成了

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对抗的场所”（罗如春 ２０１６：
８２）。 艾伦徘徊在两种文化间，找不到归属感，处
于身份分裂的状态。

以艾伦为代表的白人移民文化身份分裂的原

因与英国在肯尼亚的殖民史息息相关。 原住民在

国家独立后获得了官方赋予的政治权利和宪法赋

予的公民权，移民失去了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这是

移民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艾伦难以

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认识到自己的优越感是她长

期接受英国殖民文化的结果，“她现在明白了，是
她自己对错误的事情大惊小怪，不去面对未来”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２７）。 于是滞留的白人移民的

身份发生了逆转：他们很快被社会遗忘，成为社会

的“他者”，他们的殖民者身份也逐渐被解构。
杰克和艾伦对肯尼亚发生的社会变革持不同

态度，这导致他们的命运迥异。 杰克虽然在肯尼

亚生活了近 ４０ 年，却始终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
他虽已离开母国文化很久，但自视高人一等，从未

融入当地生活。 “茅茅”运动以后，当他意识到自

己经营农场的日子不会长久时，便开始酗酒。 他

在肯尼亚独立那年去世，这标志着他的殖民者主

导文化身份的终结。 艾伦与杰克不同，她认识到

了时代变革，并试图改变自己，但仍处于身份危机

之中。 肯尼亚独立后，艾伦试图在居住国找到自

己的位置。 面对英国殖民势力的衰亡，她决定留

在肯尼亚，不再回到她早已陌生的母国。 “她知

道自己属于哪里。 她想要留在这里，并认为自己

不会失业，她的学生也不会离开课堂”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５０）。 然而，纵然她有融入居住国的强烈

愿望，但深入骨髓的白人至上思想使她不可能真

正融入原住民的生活（Ｂｉｔｔｎｅｒ ２００８： ５）。 她曾试

图改变自己，但未能奏效。 在英国殖民统治结束

后，她远离当地人的生活，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精
神也愈发萎靡不振。 “如今她认识的人或离开了

这里，或已离世。 她倍感凄凉”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６６）。 艾伦无权参与肯尼亚的政治事务，看不到

未来。 她的儿女更是如此，最终他们都选择离开

这片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女儿回英国做了护士，
儿子去澳大利亚重找工作的理由是：“停几年像

我这样的工作会全部由原住民做的”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５４）。 在子女相继离开这里后，艾伦与社

会更加脱节，成为“自我流放”者，这也是大英帝

国在肯尼亚的影响式微的表现。

四、后殖民时期白人移民的身份解构与

隐含的英肯传统殖民关系瓦解

　 　 ８０ 年代以后，在后殖民时期，年迈的艾伦靠

玛莎生活，她对玛莎的依恋意味着她的文化身份

被解构，而这一显性情节下隐含着英国与肯尼亚

传统殖民关系的瓦解。 这打破了白人与黑人的身

份二元对立结构，即殖民书写中将自我和他者区

分开来、白人与原住民对立的模式，反映了霍尔的

观点：“去中心化和多元化成为后现代和后殖民

社会的重要特征，二元对立的视角和结构得以根

本改变”（霍尔、杜盖伊 ２０１０： ２５）。
随着周围原住民族群社区的建立，艾伦在人

生的最后岁月进一步被边缘化。 健康状况愈发糟

糕，导致她完全与外界隔绝，靠玛莎照顾她的起

居。 艾伦对玛莎的依恋意味着她回到了婴孩的前

意识时期，隐含着她对玛莎所代表的黑人文化的

认同。 “认同是个体主动进行的意义建构”（卡斯

特 ２００６： ５－６），而两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身份

在控制与被控制中被取消，双方都经历了认同立

场的嬗变。 “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

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 （陶家

俊 ２００４： ３８）。 其实早在艾伦失去自己的身份之

前，就对居住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 艾

伦对玛莎的认同感隐含着她想要融入肯尼亚的愿

望，表明她所代表的英国主导文化身份与玛莎所

代表的肯尼亚边缘文化身份的颠倒。 她向曾经的

“他者”玛莎妥协，她的生活通过与玛莎的联结而

回到起点，显示出她试图在异质文化冲突中重构

文化身份的努力。
与艾伦的身份解构形成对比的是黑人玛莎的

身份建构，证明“身份是动态建构的，受种族、性
别、阶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张琪 ２０１７： ４０）。
玛莎的境况在英国殖民势力开始土崩瓦解时出现

了转机。 她到艾伦家做保姆，获得了经济独立，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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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上学。 随着她与艾伦的交往加深，尤其在女

儿成为艾伦的学生后，两人关系更为亲密。 肯尼

亚独立后，玛莎因吉库尤族身份而改变命运，艾伦

的日子则越发艰难；玛莎不再是被殖民者，而艾伦

则在社会上被边缘化，沦为“他者”。
艾伦和玛莎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关系被瓦

解，两人的身份被改写，这就是霍米·巴巴（Ｈｏｍｉ
Ｂａｂａ）所强调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依存关

系。 艾伦说：“我不觉得我们生活的地方与世隔

绝。 对于每个人来 说， 没 有 什 么 中 心 可 言 ”
（Ｍａｃｇｏｙｅ １９９４： １６３）。 她的话否认了肯尼亚地

理位置的偏远，还推翻了西方传统殖民观中的中

心与边缘认知范式，即伦敦不再是帝国中心，被殖

民国家也不再是思想和地理位置的边缘。 艾伦在

弥留之际恍惚感觉她的儿子即将出生，这是她新

的文化身份诞生的隐喻。 她的去世既象征着新时

代的开端，又标志着英肯传统殖民关系的瓦解，因
而，艾伦的身份解构颠覆了传统殖民关系中“中

心 ／边缘”“宗主国 ／殖民地”以及殖民主体性的二

元对立关系。

五、结语

麦克戈耶作为白人移民，在《归乡》中，她在

勾勒杰克和艾伦一家人的生活变迁时，揭示出白

人移民从身份建构、身份危机到身份解构的身份

嬗变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兴衰，小说的显性情节与

隐性进程相辅相成。 白人移民的身份嬗变与大英

帝国的兴衰同步，这也是 ２０ 世纪大英帝国由盛转

衰的真实写照。 因而，小说是个讽喻：艾伦的身份

嬗变源于英国殖民统治在肯尼亚的兴衰，她的离

世象征着英国殖民统治走到了尽头。 白人移民的

身份嬗变及其对黑人文化的认同使帝国中心边缘

化、背景化，双重叙事进程平行推进，麦克戈耶以

此为英国殖民体系在肯尼亚的瓦解谱写了一曲现

实主义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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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丹． ２０２１． 双重叙事进程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斯图亚特·霍尔， 保罗·杜盖伊． ２０１０．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Ｍ］． 庞璃，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陶家俊． ２００４． 身份认同导论 ［Ｊ］． 外国文学 （２）： ３７－４４．
颜治强． ２００７． 帝国逆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 ［Ｊ］． 外语研究 （５）： ８３－８８．
张京媛． １９９９． 后殖民理论与批评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　 琪． ２０１７． 论多丽丝·莱辛的殖民地他者书写 ［Ｊ］．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４）： ３９－４４．
朱振武， 袁俊卿． ２０１９． 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 ［Ｊ］． 中国社会科学 （７）： １３５－１５８．

（责任编辑　 屈璟峰）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４－０５
通信地址： ２１５００９　 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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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
ｔｕｒｅ（ｐ． ３８）
ＤＯＮＧ 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ｓｐｒｕｎｇ ｕ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ｌｏｏｋｓ ｉｎ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ｗｉｌ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ｌｙ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ｐ． ４４）
ＡＩ Ｂ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ｏｋ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ｔａ⁃
ｔｕｓ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Ｄｕ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ｃｇｏｙｅ'ｓ Ｈｏｍｉｎｇ ｉｎ （ｐ． ４８）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ｍ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００９，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Ｏ． Ｍａｃｇｏｙｅ，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Ｋｅｎｙ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Ｋｅｎ⁃
ｙ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ｈｉｔ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ｌｉｆｅ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Ｈｏｍｉｎｇ ｉｎ， ｗｈｅｎ ｐｏｒｔｒ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Ｊａｃｋ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ｎ'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ｈｅ ｈ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ｔｒａｃｅｓ Ｍａｃｇｏｙ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ｎ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 ｏｖｅｒｔ ｐｌ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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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 “ ｃ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ｉ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ｇｙ ｓｈｅ ｈａ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Ｍｕｒｄｏｃｈ'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Ｋｎｉｇｈｔ（ｐ． ５４）
ＬＩＵ Ｌｅｉｌｅ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９，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４５３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Ｉｒｉｓ Ｍｕｒｄｏｃｈ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ｈｅｒ ｎｏｖｅｌ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Ｋｎｉｇｈｔ，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ａｓ 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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