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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传叙事与自我身份政治建构
———以曹操、毛泽东、富兰克林为个案

王成军

(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 ]　论文以曹操、毛泽东、富兰克林等自传为个案 ,阐释了中西自传叙事中的自我身份政治建构

的特征。我们认为 ,自传的自我身份政治建构可以有三个途径 :一是把我等同于“我们 ”,如《毛泽东自传 》的

叙述者 ;二是自我肯定 ,如曹操 ;三是把自我置换成民族政治寓言 ,如富兰克林。自传性创作这个文学永远不

可能弃之的母题 ,总是与自我身份政治建构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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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学者朱崇仪在《女性自传 :透过性别来

重读 /重塑文类 ?》一文中有言 :“自传如今被理解

为一个过程 ,自传作者透过‘它 ’,替自我建构一

个 (或数个 ) ‘身份 ’( identity)。所以自传主体并

非经由经验所生产 ;换言之 ,必须利用前述自我呈

现的过程 ,试图捕捉主体的复杂度 ,将主体性读入

世界中。”[ 1 ]朱崇仪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第

二代自传理论研究者的思想 ,第一代理论批评家

重视的是自传的真实性以及自传是否足以反映其

时代精神 ,而第二代理论批评家强调的则是在自

传的写作过程中 ,作者是如何建构自我认同和确

立身份政治的。我们认为 ,刺激文学产生的原因

尽管复杂多变 ,但个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则是其最

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论委身于何种文类 ,文学

势必在‘个人 ’与‘身份 ’中转圈 ;而自传更是将

‘个人 ’和‘身份’的讨论深度 /广度极致化的最佳

文类。”[ 2 ]为此 ,笔者拟以曹操、毛泽东、富兰克林

等自传为个案 ,来阐释中西自传叙事的政治功能。

一

自传的政治性或说政治性自传的重点是把处

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自我的可能性中的“我 ”

进行自我身份政治确定。曹操最害怕和最不希望

的是被他者 (刘备、袁绍、孙权等 )“读 ”成“董

卓 ”:“操虽托名汉相 ,其实汉贼也 ”,“老贼欲废汉

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 3 ] ( P562)

所以 ,他要自我发声。由于曹操直接掌握了叙事

的“话语霸权 ”,他理所当然地在公开构建他的身

份政治。有人说 ,在自成一体的部族社会 ,或天人

合一的封建宗法社会 ,姓氏、血缘、性别等共同构

成了牢固不变的身份认同机制。惟有资本主义的

现代性改变了西方社会结构 ,并由此产生了强烈

的思想震荡 ,主体开始出现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

悦并存的混合身份认同。[ 4 ]其实处在封建宗法社

会的曹操 ,早已经出现了这种混合身份状态并为

此而欣慰与焦虑交织 :孤始举孝廉 ,年少 ,自以本

非岩穴知名人士 ,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 ,欲为一

郡守 ,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 ,使世士明知之。故在

济南 ,始除残去秽 ,平心选举 ,违迕诸常侍。以为

强豪所忿 ,恐致家祸 ,故以病还。去官之后 ,年纪

尚少 ,视同岁中 ,年有五十 ,未名为老 ,内自图之 ,

从此却去二十年 ,待天下清 ,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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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故以四时归乡里 ,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 ,欲秋

夏读书 ,冬春射猎 ,求底下之地 ,欲以泥水自蔽 ,绝

宾客往来之望 ,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 ,迁典

军校尉 ,意遂更 ,欲为国家讨贼立功 ,欲望封侯作

征西将军 ,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

墓 ”,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 ,兴举义兵。是

时合兵能多得耳 ,然常自损 ,不欲多之。所以然

者 ,多兵意胜 ,与强敌争 ,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

战数千 ,后还到扬州更募 ,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

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 ,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

袁术僭号于九江 ,下皆称臣 ,名门曰“建号门 ”,衣

被皆为天子之制 ,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 ,人

有劝术使遂即帝位 ,露布天下 ,答言“曹公尚在 ,

未可也 ”。后孤讨擒其四将 ,获其人众 ,遂使术穷

亡解沮 ,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 ,兵势强盛。

孤自度势 ,实不敌之 ,但计投死为国 ,以义灭身 ,足

垂于后。幸而破绍 ,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

室 ,包藏祸心 ,乍前乍却 ,以观世事 ,据有当州。孤

复定之 ,遂平天下。身为宰相 ,人臣之贵已极 ,意

望已过矣。今孤言此 ,若为自大 ,欲人言尽 ,故无

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 ,不知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

王。

这篇《让县自明本志令 》自传中的关键词是

“设使国家无有孤 ,不知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

这是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叙述。它回答了“我是

谁 ?”的问题 ,并且在政治身份上确定了“他者 ”眼

中“曹操 ”的地位。即“我不是谁 ”的问题 (“他

者 ”认同的“董卓 ”)。曹操从该自传第一节开始 ,

他就是在构建一个欲望有限度但是又颇愿意为国

家而讨贼而执掌兵权的“我 ”。所以 ,自传的叙事

中心很自然地归结为“我 (曹操 )是为国家讨贼立

功的 ”“孤 ”的叙述。然而 ,自传语言是一种有读

者的对话语言 ,“由于自我的互为主体性的特点 ,

他寻求与他自身的真实的关系的努力与他试图建

立与读者亲密关系的努力是互动的 ,就他阐释自

己生命的意义这个大工程来说 ,构建与读者的关

系既是修辞目的也是文类的辩证法。”[ 5 ] ( P194)
自传

叙述者曹操深知 ,尽管自己如今是“汉家宰相 ”,

可是称自己为“汉贼 ”者大有人在。于是 ,在本自

传中他要反复言说自己的政治身份是解救国家倾

危的功臣 ,而绝非有“不逊之志 ”的“董卓 ”。这一

点 ,曹操用他的自传达到了或者说他以为达到了

他的政治目的。不过 ,我们要谨慎预防身份认同

中的对“他者 ”的悬置。“一个整体性的身份 ,无

论涉及的是‘文化 ’、‘民族 ’、‘宗教 ’,还是‘国

家 ’,总是由个体言说来宣示。整体是沉默的。

忽略此常识 ,就会落入由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合

谋编织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不知。以‘美国是一个

自由的国度 ’为例。此言说 ( utterance)告诉人们

‘自由 ’是美国的属性。它未能涉及其他不同的

价值取向 ,连‘平等 ’或‘民主 ’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都悬置了。作为一个身份界定的陈述 ,他是 a /an

型本质主义的。与此同时 ,它又将美国置于‘自

我 ’的位置 ,在与‘他者 ’遭遇时 ,将一切敌对国家

概括为‘自由的敌人 ’。谁在告诉我们这个故事 ?

不是作为整体的美国 , 而是作为个体的政

客。”[ 6 ] ( P119)
事实上 ,曹操的言说“孤是国家的救

星 ”就是一种合谋编织的意识形态控制叙事 ,这

里只有曹操一人在叙述和定性别人 ,可作为整体

的“他者们 ”如袁术和刘表等则是沉默的。因此 ,

我们对自传叙述中的“话语霸权 ”而导致的“政治

话语霸权及其暴力美学 ”倾向要保持警惕。

二

尽管在延安窑洞的烛光中 ,向斯诺叙述自我

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像曹操那样完全掌握话语霸

权 ,但是政治家的敏锐性告诉他此时此刻 ( 1936

年 )的“我 ”,是很需一次“政治身份 ”认定和自我

宣传的。天赐机缘 ,这不 ,有着美国文化背景且不

无“左倾 ”的记者斯诺来到了延安。斯诺说 :“每

次和毛泽东谈话时 ,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

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 ,交吴氏译为中文 ,然

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节目 ,

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 7 ] ( P188)也就是说虽然

毛泽东没有亲自书写自传 ,但是这里的自传性回

忆 ,事实上是在毛泽东的整体构思与自我叙述中

完成的。“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 ,而是把我

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 ,你看怎么样 ? 我认为这样

会更容易理解些 ,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

题。”[ 8 ] ( P105)
当然 ,由于是斯诺的笔录与整理 ,我

们从文中也可看出斯诺的视角。可是这其实正是

毛泽东愿意与斯诺合作的深层原由。因为斯诺认

为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

富的横断面 ,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

个指南 ”[ 7 ] ( P79)
毛泽东深知 ,斯诺笔下的“毛泽

东 ”不但是政治家毛泽东的身份建构而且还是政

治家毛泽东的政治寓言。“这时 ,毛泽东开始向

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 ,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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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 ,一边开始认识到 ,

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 ,也是共产主义 ———一种

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 ,而不

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 ,不过是从国

外领来的孤儿 ———如何成长 ,为什么能赢得成千

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 8 ] ( P102)
于

是 ,在这部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 1937年 11月

出版的《毛泽东自传 》中 ,我们所读到的毛泽东生

平就鲜明地烙上了政治家毛泽东的身份认同。毛

泽东的“童年叙事 ”变成了“政治家的身份建构 ”。

第一个身份 :“反抗的我 ”。法国著名自传诗

学家勒热讷说得好 :“任何第一人称叙事 ,即使它

讲述的是人物的一些久远的遭遇 ,它也意味着人

物同时也是当前产生叙述行为的人 :陈述内容主

体是双重的 ,因为它与陈述行为主体密不可分。”
[ 9 ] ( P238)

毛泽东讲述的他的童年故事确实是已经发

生的事实 ,但是政治家的毛泽东作为叙述者是自

然把他的童年纳入了当前的政治家的叙述身份。

这样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毛泽东所确认

的“反抗的我 ”。“我家有‘两个党 ’。一个是父

亲 ,是‘执政党 ’。‘反对党 ’是我、我的母亲和弟

弟所组成的 ,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 ,在反对

党的‘联合战线 ’之中 ,意见并不一致。”[ 7 ] ( P6)
有

论者会说 ,毛泽东在自传中对“我的父亲 ”的叙

述 ,也许是中国自传发展史中“审父 ”意识最为强

烈的文字之一 ,甚至比司汤达的“对父亲野兽般

的极端仇恨 ”[ 10 ] ( P143)
的叙述有过之而无不极。

其实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把父亲叙述为“暴君 ”,这

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是为了确认自己的

“反抗的自我 ”。“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

利时 ,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 ;当我怯懦屈服时 ,他

骂打得更厉害。”[ 7 ] ( P7)
所以 ,尽管毛泽东叙述了

许多被父亲“骂打 ”的情节 ,但是我们所看到叙述

者却一点也不悲伤反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自我欣

赏的喜悦之情。原因即肇于此。

第二个身份 :“求索的我 ”。这是叙述者毛泽

东对自我的有意塑形 :图书馆里苦学、读书会上论

理、报纸广告中觅友。放谈中只说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之事 ,为了革命本钱而“浴风浴雨 ”训练体

格。甚至与“买肉 ”招待他的青年绝交 :“我的同

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

一个青年的家里 ,他和我谈起‘买肉 ’的事情 ,并

且当面叫佣人来和他商量 ,叫他去买。我动怒了 ,

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 ,只谈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7 ] ( P29)

第三个身份 :“分裂的我 ”。这是自传性叙述

中最重要的自我意识。由于个人身份的不确定

性 ,导致叙述者对自我没有自信 ,因而此时的叙述

最接近叙述者本人个人生活的“原生态 ”。但是

其中所内涵的“政治情结 ”尤其值得研究。因为 ,

毕竟这是当下的叙述。泰勒说 :“我是什么必须

被理解为我要成为什么。”[ 11 ] ( P69)毛泽东在这里平

实地叙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 :“我的职位

如此之低 ,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

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 ,不过这般人大半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

政治和文化的事情 ,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 ,没有

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佐馆员所讲的

话。但是 ,我并不因此而丧气。”[ 7 ] ( P32)这里若从

症候性阅读的角度来看 ,“自尊心极强 ”[ 8 ] ( P86)
的

毛泽东尽管不“丧气 ”,但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存在

着的。所以在这里他透过自传叙事得以释放为

“我要成为什么 ”。是政治使“图书佐馆员 ”毛泽

东改变了自我身份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红色“领

袖 ”。事实上这里的叙事 ,是潜藏着叙述者现实

欲望的政治无意识叙述。

第四个身份 :“复数的我 ”。当毛泽东叙述到

他生平的红军时期时 ,斯诺吃惊地发现 :“毛泽东

的叙述 ,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 ’的范畴 ,有点

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 ,虽然

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你看不清他

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 ’,而是

‘我们 ’了 ;不再是毛泽东 ,而是红军了 ;不再是个

人经历的主观印象 ,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

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8 ] ( P147)斯诺

的吃惊是事实也是无奈。可是斯诺不知的是 ,这

是政治家毛泽东的有意叙述 ,也是政治性自传的

叙述策略。只有把“我 ”变成“复数 ”,只有进行一

次“修辞置换 ”才能巧妙地把“小我 ”转喻为“大

我 ”。也就是在这样的叙事修辞中才能达到自传

的最大政治功能。换句话说 ,政治性自传或说自

传的政治性 ,像整个自传文类一样 ,一直在追求这

种自传叙事的转喻修辞 ,以达到自传的政治性展

示。“政治性和自传性文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

有一种建立在可资参考范畴的目的性阅读含义。

尽管这种含义在它的主题和形式中隐蔽很深 ,但

是 ,这个密歇尔 ·雷瑞斯所说的既是自传性又是

政治性的 ”公牛角“却难隐其身。”[ 12 ] ( P278)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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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毛泽东自传 》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 ,之所以被西方作为理想“他

者 ”来肯定 ,这不仅是因为斯诺替这些红色传主

进行了身份塑造 ,而且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传

主们 ,也同时在构造自己的身份政治。“《大地 》

走红西方的同时 ,斯诺的《西行漫记 》出版。斯诺

与他的著作不仅开启了近半个世纪西方激进知识

分子的中国朝圣之旅 ,也开启了红色中国的理想

化形象。在 20世纪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 ,中国

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复活了启蒙运动时

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种种美好品质 ,而且还表现

出现代性中自由与进步的价值。49年之前西方

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 ’,‘无乞丐 ,无鸦

片 ,无卖淫 ,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 ’,几乎是‘一个

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 ’,毛泽东是那里哲人王

式的革命领袖。”[ 13 ]当然 ,当自传叙述者的“我 ”

被“我们 ”替代后 ,自传的政治性的增强无疑也意

味着自传的叙事性的削弱。毕竟自传不是政论

文。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自传诗学原理 :自传

是艺术地展示自我人生身、心世界的叙事文类 ,其

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同样重要 ,甚至是更为重要。

尽管表现自我似乎是艺术家最本能和轻松的事 ,

“原则上讲随便一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的传记作

者。”但是 ,自传又是所有叙事文类中最难成功的

艺术形式 :“比起真实地塑造同时代和所有时代

任何一个人来 , 艺术家塑造他自身要更困

难。”[ 10 ] ( P4 - 5)因为 ,自传是最容易被其他文类引

诱的艺术形式 ,如满足于自己所经历的事件把自

传写成“流水帐 ”的《西蒙 ·波娃回忆录 》;怯懦于

自我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自我抽干为“生平梗概 ”

的《鲁迅自传 》。同理 ,政治家笔下的“我 ”往往迷

失在“我们”之中 ,此为政治性自传的突出表征。

三

富兰克林有着不同的名号 :印刷人、邮政局

长、随笔家、化学家、演说家、勤杂工、政治家、幽默

家、哲人、沙龙人、政治经济学家、家政教授、大使、

公益人、草药医生、才子、电学家、代理人。但是作

为“印刷人 ”的他深知 ,什么都可以消失 ,惟有文

字是“永恒的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明白自己的叙

事 ,绝对不是自己生平的简单叙事 ,他一定也必须

对自我进行身份认定 ,甚至把自我加入民族政治

寓言的建构中。“写作不仅是意义的表达 ,写作

本身 ,其实就在构成意义。写作者自己是说者同

时也是听者 ,他必须反覆地变成自己的一个客体 ,

或作为一个客体进入他自己的经验。我们对叙事

意义的反应总是与我们的书写联系在一起 ,如果

我们要成功地继续书写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不断

地对我们叙事内容做出反应 ,因此在书写时 ,我们

不仅是在表现我们对某一事件或记忆的意向和态

度 ,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对我们所写的内容做出反

应 ,也因此写作者才能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

个人。”[ 14 ]非常典型的是 ,富兰克林是把自己的儿

子作为其读者的 ,也就是说 ,富兰克林明确地把与

他有血源关系且是属于美国青年的人作为其自传

的“理想读者。”因此 ,我们自然就会想象出富兰

克林在自传中的叙事中心是什么。因为既然心存

“教育下一代 ”之念 ,那么富兰克林所叙述出的事

件必然要有“道德意义 ”,它显然与同时期写作

《忏悔录 》的卢梭不同。卢梭重在说出“为荣 ”的

一切和为自我辩护 ,而富兰克林则旨在为新大陆

美国人树立时代典范。耐人寻味的是 ,当富兰克

林刚刚写出本自传的第一部分 ,他就接到了两位

朋友的来信。于是更加强化了他的自传写作的

“政治寓言 ”特性 :“以上所写的东西是按我在文

章开头定下的意图而写成的 ,里面包含了一些对

别人无关紧要的家庭轶事。回忆录的后半部分是

在几年以后 ,按下面几位先生在信中所提的建议

而写成 ,目的是要为了公众而写。”[ 15 ] ( P73)这几位

朋友先生真不愧是富兰克林的自传知音。阿倍

尔 ·詹姆士说 :不久前 ,我得到你写给儿子的手稿

二十三张 ,这令我欣喜万分。快接着写吧 ,人有旦

夕祸福呢。你的自传不仅给少数人 ,而且也给千

百万大众带来教育和乐趣。本杰明·沃恩说得更

到位 :当我读完你的教会朋友搜集的关于你一生

的主要事情的传记后 ,我希望你接着写下去。你

的自传介绍了你的国家内部的情况 ,这样就会吸

引更高尚大度的任何移民到这个新大陆来。他们

渴望了解你国国情 ,你的声名又如此显赫 ,我想不

出还有什么比你的自传更能打动人心 ,起到良好

的广告效应了。你的经历和一个迅速崛起的民族

的习俗和境况密切相连。你的自传对造就未来的

杰出人物提供了希望 ,再加上你的《道德的艺术 》

一书将促进个人道德情操的发展 ,进而增进社会

和家庭的幸福。你写的传记会特别有意义 ,它可

以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暴徒和阴谋家的传记相对

照 ,可以同寺院僧侣的苦修行的荒唐以及无聊文

人空洞的传记相对照。此外 ,当前伟大的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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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自传的作者 ,既然自传中

提出了道德原则 ,那么道德原则是如何深刻地影

响革命就更为重要了。[ 15 ] ( P79)显然 ,富兰克林就是

在有意识地宣扬“美国是乐土 ”的理想。在自传

的第二部中 ,富兰克林果然出色地完成了朋友的

嘱托 ,通过他的“十三个道德项目 ”的建设 ,不但

进行了自我身份建构 ,而且把自己变成了“民族

寓言里的父型人物 ”,
[ 16 ] ( P96)富兰克林在自传叙事

中是通过自我的道德身份来完成其自传的政治功

能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富兰克林叙事中的西方

文化特征 ,因为富兰克林总是巧妙地把诚实与正

直等个人道德与“富裕 ”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

能像诚实正直的品质更能够使一个穷光蛋发家致

富的了。”[ 15 ] ( P97)葛兰西指出 ,事实上存在“两个

上层建筑‘阶层 ’:一个是‘市民社会 ’,即通常称

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 ,另一个是‘政治社会 ’。

这两个阶层一方面为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

权 ’职能 ,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司法 ’等手段 ,为

政府行使‘直接统治 ’或管辖职能。这两个职能

都是有组织的、相互联系的。其中的知识分子便

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 ’,他们所行使的是社会霸

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 17 ] ( P7)
富兰克林作为

美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透过他的自传行使了其政

治的下级职能并艺术地确立了他所隶属阶级的意

识形态。由此看来 ,这部“美国书籍中最重要、最

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 18 ] ( P351)
的《富兰克林自传 》,

更多地呈现了自传的政治寓言功能 ,它没有曹操

自传明显的政治功利性 ,也与毛泽东自传用政治

之“我 ”来消解自我不同 ,但是其自传的政治寓言

性还是颇为明显的。这也是该自传在自传诗学上

的贡献之一。

我们认为 ,自传的政治功能可以有三个层面

的展示 ,一是把我等同于“我们 ”,如《毛泽东自

传 》的叙述者 ;一种是身份建构如曹操的自我肯

定 ;一种是把自我置换成民族政治寓言 ,如富兰克

林。进一步说 ,由于自传叙事总是纠葛着叙述者

的身份政治建构 ,所以它即使是一种自然的讲述

自己的生活 (这是不可能的 ) ,但是从读者反映批

评角度来看 ,读者必然在特定政治文化话语中参

与对文本的建构。再反过来 ,读者的反映批评又

促使自传叙述者把读者认同的政治话语带入叙述

之中。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有三个版本的自传

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事实上 ,当下自传在美国总

统大选中其自传的政治功能表现得尤其重要。我

们拟在另文论述。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 》中说得好 :政治视角

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每一种文类形

式都是该形式多种不同运用经过竞争后的残存。

每一种文类的叙事模式 ,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

续发生作用而言 , 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

态。[ 19 ] ( P5)
甚至那些表面看来是远离“政治 ”的风

格本身 ,也在内蕴着“意识形态 ”。如海明威的小

说叙事就是在以“陌生化 ”的形态 ,来抵制美国工

业革命的现实困惑。我们在这里阐释和强调自传

的政治功能 ,正是基于对西方自传诗学中的后现

代理论的反思 ,后现代理论有着过分肯定“非政

治化的文本游戏 ”(保罗 ·德曼 )和意义死亡的

(鲍德利亚 )文学观念的倾向。记得希利斯 ·米

勒说过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

出现这样的一个时代 ———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 ,

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

学。”[ 20 ] ( P183 - 184)
我想说的是 ,文学从来就没有米

勒所抽空的那个文学研究的时代。自传性创作这

个文学永远不可能离弃的母题 ,总是与身份政治

和政治寓言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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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b iograph ic Narra tion and Self Con struction of Politica l Iden tities

——— in Ca se Stud ies of Cao Cao, M ao Zedong and Franklin

W ang Cheng - jun

( School of L iterature, Xuzhou Teachers’University, Xuzhou, J iangsu, 221000, China)

Abstract: In studying cases of Cao Cao, Mao Zedong and Franklin, the thesis showcases the features of po2
liti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utobiographies. W e p resume three app roaches to form

a self political identity: the first one is to juxtapose I and W E as the narrator in Mao Zedong Autobiography;

the second one is self - assertion, as Cao Cao, and the last one is to imp licate ME as a national political para2
ble, as Frank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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