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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从历史深处走来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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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批评家们希望女性作家从“自己的一间屋 ”、“野地 ”和“沙漠 ”里走出来 ,纷纷构建出属于自己的人道的女性主

义理论。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是肖华尔特的女性主义理论观。她把妇女文学史分为“女性 ”、“女权 ”和“女人 ”三个时期 ,

既看到了“女权 ”时期女权主义的曲高和寡 ,又以“女人 ”时期男女文学经验相结合的批评观透视出一种成熟的“超性别意

识 ”。“超性别 ”并非泯灭女性差异 ,它是承认性别差异前提下的一种宽厚放达的风格 ,一种理想的眼光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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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ritics hoped that the female writers could free them selves from“their own house”, “wild land”and“desert”and

construct their own human fem inism. A rep resentative was female theory of Shaw W alter. She divided the female literature history

into three periods—“females”, “fem inism”and“women”, which witnessed the loneliness of fem inism as well as a mature“super

sex awareness”characterized by a criticism of double sex literature experience“super sex”actually eyesight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sex difference rather than abolition of fem 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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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化传统中的性别歧视及其批评话语

据中央社罗马 3月 8日电讯 :欧盟的一个组织近日公布

的调查报告称 ,欧盟各国的女性就业率平均为 55. 6% ,男女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 ,男性薪资平均比女性高近

16%。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和 10年前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改

变 ,有些国家的情况甚至比 10年前还要糟。

早在公元前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国家 》一书中说 :

“总的来说 ,女人劣于男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丈夫是一家之

长 ,要“像国民一样统治妻子 ”,因为“女人是残缺不全的男

人 ”。[ 1 ]两千年后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有与亚氏相似的偏

见 :“妇女的天职是服从 ,这可以由以下事实说明 ,每一妇女 ,

若处在不合理的地位 ,她便立即会依附某个男人 ,听其指导

和统治。”[ 2 ]到了 20世纪 ,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美

国的悲剧 》、《嘉莉妹妹 》、《妇女群像 》,均无一例外地反映美

国妇女“生命被摧残 ”的悲剧。

可以这样说 ,从 19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 ,人们更感觉到

一种更大的两性分化的趋势。因此女权主义批评家相信 ,男

性作家的小说变得越来越富于“男性 ”,甚至比以前更富于

贬低妇女的色彩。罗丝 (汗姆林 ·加兰德小说《达彻尔家库

力农场的玫瑰 》( 1895)中的主人公 ) ———这位被莱斯利 ·

菲德勒所发现的不恭顺的女人 ,进而变成了海明威的“美国

的坏女人 ”,而诺曼 ·梅勒则使她变得更“坏 ”。

在一段时间 ,“美国的坏女人 ”与一个赎救的女性形象

同时并存 ,这形象可以称作救世的妈妈 ,如福克纳《喧哗与骚

动 》中的迪尔西和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里的乔德妈 ;但从

那以后 ,她却变成了肯 ·凯西《飞越疯人院 》里的大护士 ,又

成了被人厌恶的女人。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 ,男性一直被认为富于创造力。在

《圣经 》里 ,创造世界的耶和华为男性 ,而耶和华创造的亚当

亦是男性 ,亚当的妻子夏娃只不过是亚当一条肋骨的衍化

物 ,这一传统观念就把创造力固定在男人身上 ,后人便有了

“男性的特质是创造力的天赋 ”的说法。这使得传统的各种

文学批评规范或准则只能让妇女处于劣势 ,女性的经验及优

势从很多规范的文本中滑落了出来。即便被称之为现代主

义的大诗人兼批评家的艾略特 ·庞德也坚持认为诗歌更多

属于男人的理智、非人格化的品性 ,而女人生性都是偏重感

情的 ,她们能激发起重要诗歌的灵感 ,却缺乏创作 ,产生这类

重要诗歌的天赋才能。[ 3 ]便是到了 1974年 ,那位标榜客观公

正的新批评代表人物约 ·克 ·兰塞姆在他编的《诗选 》中 ,

分别以“天真无邪的鸽子 ”和“男性的气概 ”为标题编排两性

诗歌。西方大学里使用的艺术史入门课几十年用的课本大

都是 H. W. 詹森的《艺术史 》,这本书载入男性艺术家三千

人 ,女性一个也没有 ,那些传统的艺术规范与准则 ,充斥着性

别歧视 ,“通过诸多分析 ,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得出如下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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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毫无疑问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甚至当女艺术家达到

男性界定的优秀标准时 ,性别就成为评判艺术的一个要

素。”[ 4 ]

当然 ,这些都属于男人的偏见。就以美国文坛而言 ,我

们且不说美国现代诗歌先驱埃米莉 ·迪金森以及后来的杰

出女诗人埃德娜 ·圣 2文森特 ·米蕾、伊莉诺 ·怀利、萨拉 ·

梯斯达尔、HD (希尔达·杜立特尔 )、埃米·洛威尔、玛丽安·莫

尔等 ,其实 ,美国的诗歌始祖就是女性。安妮 ·布拉德斯特

利特 (1612 - 1677)是第一位杰出的美国妇女诗人 ,被认为是

美国诗歌的先驱者。斯托弗在其 1974年出版的《美国诗歌

简史 》第 18页中写道 :“美国第一位真正的英语诗人 ,是一

个女人。”

对这位女诗人的评论 ,我们还可以从《安妮 ·布拉德斯

特利特诗歌全集 》的前言中了解到 :“安妮所做的事 , 17世纪

的妇女决不去做 ———除非她们出了什么毛病。”[ 5 ]她的诗以

其崭新的女性形象证实了女性的力量 ,女性的才华 ,扭转着

当时社会对男女优劣所作的不公评判。

从安妮到迪金森 ,美国诗歌的历史几乎出现了一个较长

时期的万马齐喑的局面。直到 19世纪中叶 ,惠特曼和与他

齐名的女诗人迪金森联袂走来 ,成为美国现代诗的两个伟大

的先驱者。惠特曼与迪金森的出现 ,表明美国诗歌已进入一

个新纪元。

迪金森诗歌对上帝的反叛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所具有

的现代性 ,继安妮之后再一次证明了女性的力量和女性的才

华。

2. 谁能引领女性从“自己的一间屋 ”、“野地 ”和“沙漠 ”

里走出来 ?

安妮们的出现和大行其道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弗吉尼

亚 ·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 》一书中 ,叙述了与安妮同一

世纪的另一位英籍人温彻尔西 ( 1661 - 1720)的写作遭遇。

由于温彻尔西以诗来表达一个立志写作的妇女在 17世纪英

国的感受 ,就招来了男性批评家群起而攻之 ,说她是“急于涂

鸦的女文人 ”。[ 6 ]结果她放弃了诗歌 ,隐居在屋中 ,俯首贴耳

地做一个女人。

当然 ,这并不排除另一些女性打破清一色清教主义男权

独霸文坛的局面 ,以释放一丝女性的气息。但是 ,纵使这样 ,

她们有时也被降低到一种附属地位。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

姐姐多萝塞·华兹华斯只因留下一部日记才有幸被人记住。

柯尔律治的妻子玛丽 ·卡莱尔、费茨杰拉尔德的妻子彩尔达

虽说各自情况不同 ,但都是有才气的女人 ,然而 ,生活在丈夫

的影子底下 ,始终不能出头。

妇女文学这种尴尬的局面 ,被美国人类学家阿登那夫妇

(秀利 ·阿登那和埃德文 ·阿登那 )称之为失声话语的“野

地 ”。他们认为在人类文化史上 ,女人构成了一个失声的集

团 ,“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与男性 (主宰 )集团的圈子部分地

重合 ,却又不完全被后者包容。女子文化圈有一部分溢出这

一文化圈 ,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团的语言表达 ,而溢出的部分

则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领域的感知经验 ,它不能用主宰集

团控制的语言清晰地表达 ,这是失声的女人空间 ,是野

地。”[ 7 ]这野地就是沉默的历史空白 ,由于主流话语过于强

大或是主宰集团的强制 ,使得来自个体经验和感受的女性意

识备受挤压 ,被驱遣至潜意识深处 ,而成了女性作家失声的

一个缘由。这是一种性别话语 ,也是一种政治话语 ,关注性

别话语不能不关注政治话语 ,不能不关心这是一种男性中心

主义的运作方式。因此 ,女性主义批评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

“性别之战 ”,而是一个涉及和质疑了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

的一切层面的政治问题。甚至“个人的信仰也是政治的 ,这

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前提。”[ 8 ]

如果说女性主义是政治的 ,它同样也是理论的 ,发展女

性主义理论应该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这是因为 ,源远流长

的男权文化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领

域充斥着性别歧视话语 ,必须对其进行解构和重构 ,这便是

女性主义批评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起点或动力因素。女

性主义批评认为 ,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是西方家长

制的产物 ,其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存在男性偏见 ,女性的特征

或主体性被视为理性相悖而遭到排斥。直至近代 ,诸如索绪

尔、弗洛伊德、卢卡奇、阿尔都塞及德里达的理论 ,都是男性

的 ,这是产生于权威与权力之间知识的父权制情势的标志。

因此 ,必须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和更人道的“新理性 ”概念。

在这方面 ,我们从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 ·肖华尔

特的论著中 ,可进一步了解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策略。[ 9 ]

肖华尔特一方面把妇女文学的领地称之为一片“沙

漠 ”,另一方面以她的《新女权批评 》、《我们自己的批评 》及

《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 》来构建她的人道的女性主义理性

观。她批评玛丽 ·戴丽等人对现存理论的排斥态度 ,认为这

种态度是女性主义批评行程中的主要障碍。针对女性的体

验不能理论化的看法 ,她指出 ,没有理论 ,妇女的经验便容易

消逝 ,变成陷阱。所以 ,女性主义批评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

基础 ,这首先需要攻入男性大师们的理论堡垒 ,“也许在某些

专门的领域 ,需要长期跟男性理论家当学生 ,或是阿尔都塞、

巴尔特、麦克雷 ,或是拉康 ,而后将符号、神话或无意识运用

于男性文本或电影 ”。[ 10 ]向男性大师学习 ,不是简单地挪用

男性理论话语 ,而是从服从于建构自己的统一的女性主义理

论。

肖华尔特的著作可谓条分缕析 ,均服从于建立统一的女

性主义理论的模式 ,但也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肖华尔特

的女性主义批评有失辩证的态度 ,缺乏较大的兼容性。对

此 ,我们将作一些具体分析。

首先 ,她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 ,从理论上建构女性文

学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阶段 ,也就是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

的特征 ,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 ”( Fem inine )“女权 ”
( Fem inist )和“女人 ”( 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 (1840

- 1880年 )的特点是 ,妇女致力于写作 ,企盼达到男性文化

的成就 ,她们不自觉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 ,标志之一

是女性作家使用男性化的假名 ,如亨利 ·普鲁斯、阿克顿 ·

贝尔等。第二时期 (1880 - 1920年 ) ,妇女开始反抗对她们

本性的歪曲 ,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 ,如美国作家夏洛特 ·

珀金斯 ·吉尔曼的《黄墙纸 》、莱弗托芙的诗《女伪人 》若无

其事地大谈性器官 ,用以回敬那些所谓的君子先生们。第三

时期 (1920年以后 ) ,妇女既反对对男性文学的模仿 ,也超越

了对男性的对立 ,它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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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 ,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肖华尔特的眼光 ,不仅在于如此这般建构女性自己的文

学史 ,可以使女性作家的成就、才华和地位能够得以确认 ,而

且又明显地包含了辩证和兼容的态度。兼容、多元与对话 ,

是女性主义批评晚近的一个热门话题 ,而肖华尔特预先给了

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在她看来 ,第三个时期既反对对男性文

学的模仿 ,也超越对男性的对立 ,这实际上是对一种正常的

普遍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诉求 ,这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只

能公正地对待男人和女人 ,是男人和女人的文学经验的结

合。正如肖华尔特叙述到的 :现在已经清楚 ,我们要求的是

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 ,要把男人和女人的

文学经验结合起来 ,因而是在理解我们文学传统方面的一次

全面的革命。[ 11 ]

3. 肖华尔特的女性主义与“超性别意识 ”

肖华尔特的男女文学经验结合起来的观念与卡洛琳 ·

海尔布伦的雌雄同体的理念是相似的。《创世纪 》第一章

说 :“上帝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

女。”犹太神秘教认为这暗含着上帝兼具雌雄两性。这被视

为伊甸园中完美的人性。因此 ,海尔布伦通过对《克拉丽

莎 》中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这个性别对立的受害者的分析 ,

提出了雌雄同体的主张 :“我们应该追求理想 ,最好的解释就

是‘雌雄同体 ’。”[ 12 ]

女权主义批评大体上分为经验论和理念论两方面。有

着进攻性的经验论 ,志在打破男权的大一统局面 ,消除其性

别歧视 ,从女性自身的经验出发 ,赋予女性以应有的形象 ;作

为改革性的理念论 ,希求男女两性和平共处 ,共同创造文化 ,

共同分享权力 ,在改变两性的对立中共建超越矛盾的、中性

的和谐。这种和谐 ,也就是肖华尔特所希冀的“把男人和女

人的文学经验结合起来 ”,产生“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文学史

和文学批评 ”,说法不同 ,内涵和目标是一致的。

这样的内涵和目标 ,是否可以用“超性别意识 ”来加以

表述呢 ? 这应当是成熟的女性写作所具有的一种宽厚放达

的美学风格 ,它是在一个国家的主流话语的控制相对宽松 ,

女性内心经验相对活跃状况下的产物。“超性别意识 ”不同

于“无性别意识 ”。后者是取消性别、泯灭两性差异的单一

话语 ,在它所提供的文本世界中几乎消弭了女性的心理内

容。与“无性别意识 ”不同的是 ,“超性别意识 ”不仅不抹煞

性别差异 ,相反 ,它的逻辑起点正是在承认男女性别差异的

前提下展开思路。强调性别差异并不意味着否定男女平等 ,

因为妇女只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争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以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自己被压抑的潜能 ,女性的生命意

识也只有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才能自由地舒展。超性

别意识是一种眼光 ,一种境界 ,正如中国一位女作家所说 :

“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

一起 ,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与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

整。⋯⋯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 ,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

别来看待他人本质的。欣赏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是无性的。

单纯地只看到那是一个女性或那是一个男性 , 未免肤

浅。”[ 13 ]

这应是女性主义文学一种最佳的走向和回归方式。说

是“回归 ”,因为女权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由于反叛一切以男

性为中心的文学话语和审美标准 ,自创立到现在 ,受到了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女权主义批评即便在解构男子中心文学

方面成绩显著 ,但在重建女性角度和经验方面还较弱 ,批评

家有理由对这方面作出深入的探索。比如美国的女权主义

文学批评 ,它“规定 ”了女权主义文学的一些标准 (如充当妇

女的文坛、塑造新女性、提高意识等方面的要求 ) ,鼓励作家

朝这些方向努力。

现在 ,世界进入了 21世纪 ,男权、父权的根本动摇了不

少 ,性别文化以及相关话语系统的格局改变了不少。于是在

两性关系事务的方方面面 ,不变、小变、大变、既变又不变掺

和在一起 ,呈现出典型的过渡文明的特点。但新的秩序正在

建立 ,新的契约正在拟订 ,新的条文正在撰写 ,文学惯例及话

语也正在反复书写。女性主义学和批评理论也应该是发展

的 ,使其具备一种适时性。

注释 :

[ 1 ] [ 2 ]《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 西方思想宝库 [ C ]. 长春 :吉林

人民出版社 , 1988: 60; 76.

[ 3 ]朱伯通等译.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M ].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

1994: 690 - 691.

[ 4 ]Lauter, Estella. Re2enfranchising A rt: Fem inist Interventions in the

Theory of A rt. Aesthetics in Fem inist Perspective. B loom ington: Indi2
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

[ 5 ]赵砾坚.美国妇女诗歌的诗质演变 [J ].外国文学评论 , 1989 (1) : 66.

[ 6 ]Woolf, V. 一间自己的屋子 [ C ]. 王还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1989:

81, 91.

[ 7 ]王逢振 盛宁和李自修编. 最新西方文论选 [ C ]. 桂林 :漓江出版

社 , 1991: 26 - 32.

[ 8 ] [ 9 ]W eedon, Chris. Fem inist Practice & Post2structuralist Theory.

(2nd ed) . Oxford: B lackwell, 1997: 74; 75.

[ 10 ] Showalter, Elaine. The N ew Fem inist C riticism [M ].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89: 141.

[ 11 ] (美 )埃莱娜 ·肖瓦尔特. 走向女权主义诗学 [ A ].《新女权批

评》及序言. 纽约 :潘修恩图书公司 , 1985: 10.

[ 12 ]王逢振. 既非妖女 ,亦非天使 [ J ]. 外国文学评论 , 1989 (1) : 65.

[ 13 ]陈染. 炮竹炸碎冬梦 [A ]. 今日先锋 [ C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 1997 (2) : 48.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