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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与奢侈性：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
生存经验的文学再现 *

——以哈金的《自由生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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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美国华人文学作家哈金的《自由生活》为例，探讨新移民知识分子作为少数族

裔在美国的生存经验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作为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生存经验的写照，哈金的《自

由生活》通过武男的奋斗经历为挣扎于“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华人新移民知识分子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道路——按照从“必要性”到“奢侈性”的奋斗路径，通过空间转移、自我放逐等手段实

现“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统一，解决物质上的生存压力和精神上的存在危机。新移民知识分子在

“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生存经验也有普遍性，对那些挣扎在谋求生存与自我实现之间的普通

人也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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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merican Chinese writer Ha Jin’s A Free Lif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xperiences and process of new intellectual migrants as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to survive and to fulfill their self-value. In A Free Life, Wu Nan’s struggle between necessity and 

extravagance through self-exile in a changing world provides a valuable path for new Chinese intellectual 

migrants to learn to battle survival pressure and spiritual crisis. Such experiences are indeed common 

among new intellectual migrants, and also have meaning for all ordinary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to 

survive and to fulfill their self-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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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美国 1965 年移民法案和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有不少人从

中国移民美国，这批人通常被称为新移民。和早期华人移民不同的是，新移民以留学生、专业人士

和商人为主，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美国多元文化

主义的发展，新移民在美国的生存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其生存经验不再压倒性地表现为种族主义

语境下的艰难谋生，而是表现为基本生存需求和自我实现之间的挣扎。A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从美华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中选取“必要性”（necessity）和

“奢侈性”（extravagance）这一组对立的概念，认为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以生存需求

为导向的、思想保守的生存模式和被自由吸引的、追求自我实现的生存模式，并用它们喻指华裔作

家在创作上面临的矛盾——既要揭示本族群在美国的生存现实，又要发挥艺术创造力。［1］黄秀玲提

出的“必要性”和“奢侈性”的概念不仅传达了早期华人移民与其子女在生存模式上的冲突，也可

以用来描述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国挣扎于谋求生存和自我实现之间的生存经验。

（一）新移民知识分子的界定
文中的新移民知识分子有两层含义：就教育背景而言，他们或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或在中

国取得学位后赴美深造；就精神生活而言，他们有较强的自反性和对智性生活的追求，符合萨义德

（Edward Said）对知识分子敢于超越权威、忠于内心、与现实保持距离等的论断。［2］新移民知识分子

去国赴美主要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由于移民政策的限制和隐蔽的种族歧视，新移民知识

分子的劳动在很多时候不是自我实现的途径，而是谋生的手段，呈现出谋求生存和自我实现之间的

脱节，引发了他们的焦虑和存在危机。面对“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张力，新移民知识分子

遵循从满足生存需求到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路径，通过空间转移和异化劳动在美国落地生根，然后

通过自我放逐与异化的现实保持距离，最终实现“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统一。

（二）哈金和他的《自由生活》
哈金（1956 —），原名金雪飞，生于辽宁，先后在黑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和硕士学

位，后赴美留学，获布兰戴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哈金迄今为止已出版 8 部长篇

小说、4 部短篇小说、4 部诗集和 1 部文论集，斩获了包括国家图书奖在内的众多文学奖，成为当代

重要华裔作家之一。哈金的创作主要分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的中国叙事和以新移民在美生活经

历为题材的美国叙事。可以说，哈金本人是本文所讨论的新移民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首部以

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生活经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A Free Life， 2007）带有较强的自传色

彩，它以作家本人和周围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生存经历为蓝本，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是新移

民知识分子在美国生存经验的写照。小说以留学生武男在美国的经历为主线，再现了他在“必要性”

和“奢侈性”之间的挣扎以及从前者到后者的奋斗路径。B

（三）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生存经验的表现和意义
相对于早期华人移民在美生存经验的研究，学界对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生存经验关注不够。

新移民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有着和早期华人移民及其他华人移民群体不同的经历。

A 美国华人新移民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群体，虽然以留学生、专业人士和商人为主体，但仍有不少新移

民通过各种途径赴美，在血汗工厂劳作，且新移民在美的生存经验也表现出群体和个体间的差异。本文主要讨

论以移民为导向的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生存经验。

B 小说中的武男很大程度上是哈金本人的艺术再现，比如张敬钰就认为武男投射了哈金本人的生活经历

和心路历程，当然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不能等同于自传，便是自传中的“我”也不能等同于作家本人。King-

Kok Cheu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out Borders: Gender, Genre, and Form， New York： Palgrave， 2016， 

pp.22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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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生存压力和自我实现的意愿之间的张力对新移民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造成了什么影响？他们

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生存和自我实现的问题，并最终解决存在危机？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

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生存经验。此外，新移民知识分子挣扎于“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

生存经验既有族裔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就特殊性而言，它是新移民知识分子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求

生存和自我实现的结果；就普遍性而言，它传达了多数普通人挣扎于辛苦谋生和追求理想之间的生

存困境。

二、“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挣扎

对不少新移民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谋生的“必要性”和自我实现的

“奢侈性”之间的张力，这也是《自由生活》中武男在美国生存经验的核心。他既要在美国谋求生

存、“落地生根”［3］，又不愿放弃成为诗人的梦想。在美国严格的移民政策和隐蔽的种族歧视下，他

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工作成了谋生的手段，而非自我实现的途径，两者的割裂使他处于焦虑和

迷惘状态，并引发了他的存在危机。哈金在小说开始就交代了主人公在生存现实和自我实现之间的

冲突——他既要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养家糊口，在美国生存下来，又不愿因为谋生而放弃诗歌

创作。两者间的冲突让武男成了一个撕裂的主体，工作成了谋生手段，生活被金钱宰制，他感到异

化和焦虑，一度处于迷惘状态。主人公以生存需求为驱动的劳作是他焦虑和精神崩溃的根源，是哈

金在小说中着重再现的问题之一。

（一）异化劳动引发的精神危机
在丁氏饺子馆工作时，武男身兼数职，负责端盘洗碗、切菜做菜等各种杂活，基本没有属于自

己的时间。这种重复性的、与自我实现脱节的工作让他感到无奈和焦虑，感受不到自己作为主体的

存在，引发了他的精神危机。犯了交规被警察拦下后，武男和警察发生口头冲突，情绪崩溃，声称

自己厌恶了悲惨的生活，要警察开枪把他打死。他对儿子欲言又止的话表明了他欲摆脱现实奴役的

愿望与无能为力的感觉：“武男想告诉儿子他宁愿死也不愿过现在的生活，这生活让他看不到任何希

望，让他陷入什么都不是的状态。”［4］在美谋生之艰辛也是早期华人移民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这

在许多华裔文学作品中都有再现，如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伍慧明的《骨》、邝

丽莎的《在金山上》等。早期华人移民也抱怨在美国生存之艰辛，以“必要性”为原则指导生活，

但受教育背景、社会现实、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大都没有超越谋生之“必要性”。于他们而

言，从“必要性”到“奢侈性”更体现为一种代际间的转换，即从第一代移民以“必要性”为指导

的生活模式转换为其子女以“奢侈性”为指导的生活模式。而武男作为新移民知识分子因较强的自

省性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挣扎于“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试图超越严酷的生存现实，追求

自我实现。武男精神崩溃的原因在于异化的劳动所引发的存在危机，是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国生存

状态的一个缩影。

买下伍尔夫先生的房产后，武男夫妇丝毫不敢懈怠，努力经营餐馆来维持生活、偿还房贷。生

活日复一日、单调乏味，每天早早起来去餐馆干活，在营业前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根本没有时间

思考刚起了头的诗该怎么写，“必要性”和“奢侈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即便生活已经成了马克思

所说的希绪弗斯的苦役，武男依然要在这间铁笼里挣扎，生活不允许他把金钱等外物像“圣人肩膀

上的轻斗篷”，随时抛却。［5］在这种异化的劳作下，武男的情绪再次崩溃，发现儿子沉迷电脑并有

早恋的迹象时，打肿了儿子的脸，向他吼道：“妈的，你叫警察啊！帮帮老子——我受够了这种生活。

让他们来把我带走，这样我就不用担心绝望了。”［6］武男再次用绝望来描述他的生活状态，其根源

在于精神追求被严酷的生存现实绑架。小说后面的诗歌《驴子》和作家对武男经历的叙述形成文本

互文性，是武男异化生存现状的诗化再现。诗中，驴子因不堪重负倒在街上，躺在阴沟里喘息，血

从嘴里流出，独眼主人却依然挥舞着皮鞭，要它重新站起来。从象征的角度看，驴子是武男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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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舞皮鞭的主人是“必要性”的生存现实，为了生计，武男沦为谋生的机器，成为诗人的“奢侈性”

追求被生存现实绑架。“我思故我在”，如果说精神生活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标志，那么被生存现实

所扼杀的智性生活势必会引起主体的存在危机。萨特认为存在是思考和生活的和谐统一，精神生活

缺席、无法选择生存方式的存在便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7］武男精神崩溃的根源正是在于

智性生活缺席所引发的存在危机。

（二）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种族歧视
武男面临的生存困境又与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下隐蔽的种族歧视有关。一位黑人同事告诉他黑人

在这个国家只能做没人想做的劣等工作，武男旋即想起了自己看到的招聘广告“政府工作和教职几

乎总是鼓励有色人种来申请”，他也曾为这些工作提供的悠闲和安定而吸引，打算去申请，可他“在

伍德兰德还从未见过一个黑人邮递员或消防员”。［8］招聘广告上的宣传和社会现实构成了情景反讽，

讽刺了美国政治正确的虚伪性——华人新移民作为有色人种，在就业和生活等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

歧视，只不过相对于前民权运动时期公开的种族歧视变得相对温和与隐蔽。罗莎琳德·周等以田野

调查的方法考察了华人在公共场所面临的种族歧视，认为后种族时代的提法并不能掩盖美国种族歧

视的事实，对华人的歧视在后种族时代变得更为隐秘和微妙。［9］小说中，琴琴就提到了中国服务员

被白人老板剥削和羞辱，武男也因为肤色问题，遭遇了就业歧视。这也间接道出了美国多元文化主

义存在的问题，即多元文化主义或流于表面的政治正确或在后民权和全球化时代与资本合谋把少数

族裔文化商品化。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费希就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在大多数人眼中，所谓多元

文化就是少数族裔的餐馆、节日、服装等，人们虽然对异于自己的族裔文化表示欣赏或同情，但也

仅限于此而已，一旦族裔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或行为与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价值观或得体的行为发生

冲突，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对族裔文化表示不满。［10］

（三）谋求生存和自我实现之间的抉择
面对“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存在危机，武男并没有像《芝加哥之

死》中的吴汉魂一样，无法摆脱“从精神、情感到现实生活均无所归依的困境”，在身心和精神无所

寄托的“悬荡”状态中结束自己的生命，［11］而是选择了从“必要性”到“奢侈性”的奋斗路径，并

最终实现了两者的统一，解决了生存问题和存在危机。去纽约求职时，武男参观了中国移民文化博

物馆，在馆中看到了极少的艺术作品，当代华裔作家的作品只有汤婷婷、谭恩美、任璧莲的几本书。

博物馆之行让武男思考“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件作品可以称为艺

术品？为什么移民中没有产生毕加索、福克纳或莫扎特之类的人物？这是否意味着第一代华人缺乏

创造力和艺术水准？或许是的，因为早期移民经济困窘，大多数还不识字，因为他们不得不埋头苦

干来养家糊口，因为他们不得不努力在这块不熟悉的、充满歧视的、令人畏惧的土地上生存下来。

把他们从故土连根拔起就已经瘫痪了他们的生活、耗尽了他们的精力，遑论创造力了。一个不受束

缚的天才何以从一群惊恐的、疲惫的、受到虐待的、可怜的、被生存本能吞噬的苦力中成长起来？

没有闲暇，艺术何以繁荣？”［12］武男意识到了“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关系，从华裔群体的

经验中发现了物质是艺术繁荣的前提，在基本生存需求尚未实现的条件下，艺术创作无异于风花雪

月的奢侈。虽然“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张力贯穿武男在美国生存经验的始终，但“必要性”

和“奢侈性”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前者，相对于诗歌创作，在美国生存下来是更为紧迫的问题。

面试回来的路上，武男在两位华人街头画家的恳求下作了一幅肖像画。画中，“他的脸绝望而孤

独，仿佛错过了一趟火车或轮船，不知所往，不知所措。他向远方凝视，嘴唇紧闭，似乎正在克制

苦恼或疼痛。这张脸属于一个迷茫疲惫的人。”［13］画家显然捕捉到了武男的精神状态。画中人是武

男的“他者”，是他不愿面对的另一面。他把画像抛入垃圾桶，暗示他将要告别迷惘，侧重生活中

“必要性”的一面，在美国生存下来。哈金紧接着描写了武男周围新移民可悲可怜的生存现状——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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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妻子的私奔、刘满平孤独无依的生活、袁宝和女友的争吵。周围同胞的遭遇进一步坚定了武男从

“必要性”到“奢侈性”的选择，决定先成为一个自足的人，然后再成为诗人。与此同时，海蒂向武

男发出了逐客令，要他们尽快搬走。

三、空间转移与“必要性”的实现

武男在美国求生存的“必要性”集中表现为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小说的第三部分重点讲

述了武男夫妇置业安家的经历，在从波士顿到亚特兰大的高速公路上，他们看着路边的别墅或小房

子，希望自己也拥有一套。餐馆顺利开张后，武男想起了亚历山大·蒲柏《隐逸颂》中的诗行，第

一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他定是有福之人，/ 只关心父辈留下的几英亩土地，/ 满足于呼吸家乡

的空气，/ 在他自己的土地。”［14］蒲柏在诗中描写了武男渴望的安静自足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间接

道出了“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关系——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是精神独立的前提，对武男来

说，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结束身心上的漂泊状态，让“必要性”的生存让位于“奢侈性”的精

神追求。在拥有自己的房产前，武男一直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居住空间表现为满足最低居住需求

的“必要性”。从局促的居住环境到宽敞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武男通过空间转移及坚持与抗争解决了

住有所居这一生存之“必要性”。

（一）空间转移与房产购置
小说的前两部分以波士顿和纽约为空间背景。在这两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武男在没有稳定工作、

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无法拥有宽敞的居住空间。他先是寄宿在海蒂家，最后被下了逐客令。在工厂

值夜班期间，他住在厂房顶层的实验室，里面堆满了工具和杂物。在纽约，他租住了哈莱姆区的一

间卧室，房间在顶楼，破败不堪、散发着霉味。武男居住的地方要么位于顶层，要么凌乱拥挤，是

武男作为新移民不稳定生活状态的隐喻。事实上，凌乱拥挤的居住空间是美华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意

象。比如在汤亭亭的《中国佬》中，叙事者描写了小姨在唐人街的住所，称其是“她所见过的最小

的公寓房”，房门后的桌子上下堆满了东西，“桌子不靠墙的那一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供吃饭和学

习使用”，“厨房只能容纳一个人”，“卫生间局促如壁橱”。［15］在局促的公寓内，空间的使用只能遵循

“必要性”的原则，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而不能像宽敞的住宅那样，以“奢侈性”为指导，

基于使用功能对空间进行划分或者以审美为导向对房屋进行装饰布局。

武男的居住空间经历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空间与资本合谋，压缩了底层人民和少数族裔的生存

空间，剥夺了他们的“城市权利”。A列斐伏尔以萨尔瓦多移民为例说明了移民作为少数族裔生活之

惨状：“距离奢侈品店不远是另一条街道，这里是萨尔瓦多移民社区，拥挤地住着 20 万萨尔瓦多移

民，他们在地下室和阁楼被剥削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16］武男在东北部所面临的居住空间和生存

问题与萨尔瓦多移民和叙事者的小姨并无本质区别，在波士顿和纽约，他作为新移民和少数族裔被

剥夺了“城市权利”，很难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武男并没有像吴汉魂那样坚守在芝加哥，在现实和理

想的冲突下自毁，而是通过空间的转移为自己换取了生存空间。在小说第三部分，武男一家搬到了

佐治亚州，最重要的原因是那里较低的物价和生活成本。仅凭 5 万美元的存款，他们在麻省根本无

法解决住房这一“必要性”的问题，要知道，“在麻省，什么东西都贵，这些钱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

子或生意”，而且以他不稳定的收入“更不可能在银行获得贷款”，［17］但在佐治亚的利伯恩，这 5 万

A 列斐伏尔通过对 20 世纪 60 年代巴黎的研究，提出了“城市权利”的概念，认为“城市权利”不仅指

生活在城市中的权利，也指参与城市生活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塑造城市的权利。见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translated from French and edit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173。

哈维认为，“城市权利”的概念体现了贫穷、受迫害人们寻求在城市成活的诉求，带有明显的政治和阶级属性。

见哈维·戴维著，叶齐茂、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vi 页。在美国种族歧视

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城市权利”也被打上了种族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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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足以支付三分之一的房款。在利伯恩，武男盘下了王氏的餐馆，随后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

了伍尔夫先生位于白人社区的房产。这栋房子是一幢坚固的砖结构的农场式建筑，周围绿树环绕，

小河穿流而过，距离超市不远，房子有起居室、三间卧室、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地下室、花园、

草坪和车库。这套砖结构农场式建筑环境宜人、空间充足，和武男之前拥挤、凌乱、危险的居住空

间形成了对照，更重要的是，武男夫妇最终拥有了这套房屋和土地的产权。

（二）抗争的精神与自我实现的紧迫性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东北部搬到物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有着农

业文明传统的南方佐治亚州，武男通过地理空间的转移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和生意，拓展了居住空间

和社会生存空间，结束了身心上的“悬荡”状态。除了空间转移，武男在美国的生存和立足也离不

开他的勇气和坚韧。小说中，他引用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激励自己，认为无论

困难有多大，他都要像战无不胜的野草一样，穿透高墙。［18］学习英语的例子集中体现了武男的勇气

和坚韧。武男知道，“在美国，英语就像一潭水，他必须学会在里面游泳和呼吸”，“如果不能养成适

应这潭异域之水的肺和鳃，他的生活就会受到限制、就会萎缩，并最终枯萎。”［19］武男随身携带一

部词典，有空就翻阅。他坚持学习英语，把英语从“必要性的语言”——在美国生存立足的工具，变

成了“奢侈性的语言”——诗歌创作的材料，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追求。英语是武男在美国生

存和自我实现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他落地生根并拓展生存空间，实现“必要性”和“奢侈性”的又

一关键所在。小说中同为新移民的陈恒的经历和武男形成了鲜明对照：他英语水平有限，只能在中

餐馆打工，蜗居在狭小的公寓内，无奈看着女友和黑人凯尔曼私奔，又把愤怒发泄在同胞身上，诱

奸了亚芳，并最终发了疯，进了精神病院。导致陈恒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决心。

搬入新居后，武男想起了移民作家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哈金试图通过这一文本

间的互文性来暗示武男在满足了住有所居的“必要性”后，对精神追求的关注。在奈保尔的小说中，

毕司沃斯是出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裔，从小寄人篱下的他渴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毕司沃

斯和武男来说，房子蕴含了他们对安定的渴望、对独立的追求，但毕司沃斯对房子的追求以悲剧告

终，毕其一生都在为房子而努力的毕司沃斯先生忽视了家人、健康和精神追求，被房子这个外在于

自己的东西所控制，弥留之际留下了一座无法带走的房产。和毕司沃斯不同的是，武男没有把房子

作为终极追求，还清了房贷后，又勇于和枯燥的、消磨斗志的日常生活决裂，追求自我实现。小说

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社区居民经常给河里的野鸭投食，导致它们肥胖慵懒、安于现状，拒绝去 10

英里外的水域捕食。武男称这群野鸭是失败者，认为它们不应该甘愿被舒适的生活所驯化，而应当

保持野性，寻求更为广阔的水域和空域。很显然，文本中的野鸭是一个“他者”的形象，是令武男

害怕的、自己一直回避的另一面，在训斥野鸭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和自己对话，是在提醒自己不

能安于现状，让精神追求屈从于生存现实，而应当去努力、去抗争，追求成为诗人的梦想。这一细

节为武男最终与金钱和现实决裂，追求自我实现埋下了伏笔。妻子的流产最终让武男直面内心的恐

惧，再次唤起了他的抗争精神：“潜意识里，他把她［流产的女儿］用作残度余生的借口，事实是他

害怕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巨大困难，害怕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艰辛，害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

只遵从内心的人。”［20］在拥有物质家园、结束了身心上的“悬荡”后，自我实现的“奢侈性”凸显

出来，精神上的存在危机促使武男直面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欲望，再次与现实进行抗争，通过诗歌创

作来建构精神家园，结束精神上的“悬荡”状态。

四、自我放逐与“奢侈性”的实现

在以“必要性”为原则指导生活、在美国努力求生存的时候，武男夫妇被外在的力量所控制，

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这种外在的力量集中表现为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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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异化现实的决裂
在公寓当保安的时候，武男喟叹人成了金钱的奴隶、劳动的机器。年近 60 的黑人蒂姆做着两份

全职工作，像机器一样运转。在美国，挣不到钱就是一个失败者，钱在这里就是上帝。武男的沉思

再现了人们为金钱所奴役的状态，如韦伯所说，世俗化的禁欲主义和现代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

件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机制，控制了所有人的生活，人们为了金钱而疲于奔命。A蒂姆又是武男的一

个“他者”，他在蒂姆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并为此感到不安。事实上，武男自始至终都对

自己的异化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在一次求职面试的时候，武男说无论他工作多么努力，最多

也就是一个社保号码。武男的妻子萍萍也同样被劳动所异化。给儿子读《黑美人》时，她以塞维尔

笔下名为“黑美人”的马自况，认为自己就像那匹马，“总是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为别人服

务”，只要她“身上带着挽具”，“就无法为了快乐而奔跑或因疲惫而躺下来休息”，她“不得不工作、

工作、工作，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21］萍萍的类比正是她和武男在美国生存现状的写照——套在马

身上的挽具就像是金钱等外在力量，控制着他们的生活。这种异化状态引发了武男的存在危机。他周

围的新移民知识分子或精神崩溃、或随波逐流、或回国发展，而武男则通过自我放逐与异化现实保持

一定距离，通过诗歌创作实现“诗意的栖居”。武男没有像列斐伏尔提倡的那样，通过变革日常生活来

进行革命，而是专注于精神生活，与异化的现实保持距离。B武男的选择更像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人物或

现代主义作家那样，通过自我放逐与现实保持距离，抗拒异化或减轻异化程度。凌津奇认为，在现代

主义文学中，自我放逐主要指作品中的人物或作家与异化的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通过文学的自主

性抗拒碎片化的现代世界，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面人》中通过心理和精神疾患与社会保持距离的

小职员艾森伯格，波德莱尔笔下拒斥现代物质文明、赞赏现代生活场景的“都市漫游者”（flaneur）等。
［22］《自由生活》中，武男正是在拥有自己的房产，满足“必要”之生存之余，通过自我放逐来远离异

化的现实，退守精神领域，用诗歌创作来建构精神家园。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在进行必要的生产劳动

之余观察自然并思考写作，正是对芸芸众生异化生存状态的回应。梭罗并没有完全逃避现实，而是与

现实保持距离，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去关注精神生活和自我实现。他和芸芸众生最大

的区别就是对这种异化的劳作有清醒的认识，并有勇气与之决裂。这也是武男最终的选择。

（二）“自我放逐”与精神家园建构
小说最后一部分，武男自我实现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他直面内心深处的恐惧，反思并省察自

己的生存状态，承认害怕用英语创作的挑战，承认孩子和金钱都是他逃避恐惧的理由，而最让他感

到厌恶的是自己对金钱的追求：“他越思考自己真实的处境就越厌恶自己，尤其厌恶自己对赚钱的专

注，挣钱耗费了他大把最好的年华，销蚀了他遵从内心的意志。他被一阵厌恶攫住了，转身走向收

银机，从托盘里拿出所有的纸币，然后向供奉财神的壁龛走去。”他打飞了贡品，把钱伸向烛火，边

烧边说“我厌恶这些钱”。［23］武男精神崩溃之余仪式性的举动显示了他与当前以金钱为中心的生活

决裂，追求自我实现的意愿和决心。把餐馆转给书博夫妇后，武男找了份旅馆前台值夜班的工作。

这份工作为武男一家提供了不错的保险，更重要的是他在夜间可以读书思考。“当他独自坐在前台，

A 马克思认为在工厂手工业中，“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其劳动成了一种类似希绪弗斯的

劳作。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463 页。但韦伯认为世俗化的新教禁

欲主义伦理在官僚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所提倡的勤奋和克制影

响了每一个人，就像一个铁笼，谁也无法逃脱。见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p.123。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分析工人面临的异化问题，而韦伯则认为异化是资本

主义下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但有钱阶层至少没有生存问题的逼迫，不至于因拒绝工作而面临生存危机，而需

要劳动来谋生的无产者在客观上似乎没有选择的自由。美国新移民面临与无产者类似的问题，需要劳动来谋生，

而在或明或隐的种族歧视下，他们所遭遇的异化要更为严重。

B 列斐伏尔从马克思“异化”（alienation）的概念入手，强调哲学的实践意义，认为日常生活已经被资本

主义殖民化，人不复是完整的人，只有通过变革日常生活实践才能从异化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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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男感到心平气和。最后，他终于可以像这样坐着，全心全意地思考和写作。”［24］此时的武男感恩

生活，赞叹生活的美好，原因自然是因为他摆脱了被工作和金钱奴役的生活，有了充裕的时间阅读

创作，感受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在他被工作耗尽精力，没时间思考写作的时候，他给生活贴上了

“悲惨”“无意义”“绝望”的标签。武男通过自我放逐，与异化的劳动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保证精

神和创作自由，用精神生活来对抗异化。像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在必要的劳动之余亲近自然、思考

宇宙和人生一样，武男也利用黑夜的安静，在维持生计的同时思考、阅读、写作，实现了“必要性”

和“奢侈性”的统一，解决了存在危机。

武男的选择就像早期列斐伏尔和当时法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用精神生活和诗意人生来拒绝

消费和金钱的奴役。［25］但武男并没有像列斐伏尔那样最终转向政治革命，通过变革日常生活来破解

被资本主义殖民化的生存状态，［26］而是逃离异化的生活或与之保持距离，他的思考和写诗也是出于

自我实现而非变革社会现实。时间的转换也能说明武男用自我放逐来与异化现实保持距离的策略。

武男喜欢的工作大都是夜间工作，工厂值班是夜班、前台接待也是夜班。夜晚，各种社会关系暂时

处于停滞状态，武男可以处于一种自然的解放状态，不为主体之外的力量所左右，在精神世界里遨

游。或许可以借用费斯克（John Fiske）关于电子游戏的文化解读来说明这一点。费斯克指出，人们

在玩电子游戏时高度专注紧张，从而把游戏玩家“从所指对头脑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束缚之下解放

出来，并允许能指与身体间一种短暂的解放关系”，“过分的专注会使自我在社会中建构的主体及其

社会关系丧失”，从而引发主体性崩溃。［27］对于武男来说，黑夜具有与游戏类似的解放力量，当夜

深人静，各种社会关系处于暂时停滞状态，他便得以摆脱各种禁忌，从异化的现实中解脱出来。从

小说的开始到结尾，武男的生活“经过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但这个圆形的轨迹并不是毫无

变化的重复，而是“螺旋式”（gyre）的上升，是被生存的“必要性”和自我实现的“奢侈性”之间

的冲突所撕裂的主体和谐统一后的回归，正如武男自己所说：“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28］武

男作为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大体遵循了从“必要性”到“奢侈性”的路径，通过空间

的转移实现了住有所居的“必要性”，然后又通过自我放逐解决了异化所引发的存在危机，通过诗歌

创作建构了精神家园，确立了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实现了“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统一。在小

说的结尾，武男在圣诞前夕写了一首诗，诗中的“我”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状态，挥手作别过去，

安然回家了。这里的家既是具体意义上的空间存在，也是他心理体验和认知世界的中心，喻指他作

为主体存在的精神上的原点。诗中摆脱物质的奴役，告别漂泊迷惘的状态正是小说标题“自由生活”

中“自由”的应有之意。

五、结语

新移民知识分子作为少数族裔，会在美国面临或隐或明的种族歧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注重

精神生活，表现出较强的自反性。生存之“必要性”和自我实现之“奢侈性”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导

致存在危机，进而引发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或精神崩溃，或随波逐流，或回国发展，或直面危

机，通过空间转移和自我放逐等策略解决两者间的矛盾，在异域“落地生根”并自我实现。完全关

注自我实现可能会导致身心无处安放，进而影响自我实现；完全关注物质，又可能会引发精神崩溃

和存在危机。只有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存在状态。作为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生存

经验的写照，哈金的《自由生活》通过武男的奋斗经历为挣扎于“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华

人新移民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道路——按照从“必要性”到“奢侈性”的奋斗路径，通过空

间转移、自我放逐等手段实现“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统一，解决物质上的生存压力和精神上的

存在危机。新移民知识分子在“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生存经验也有普遍性，对那些挣扎在

谋求生存与自我实现之间的普通人也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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