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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修树新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蓬勃发展。这一时期

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奥吉·劳德、爱丽斯·沃克、芭芭拉·克里斯汀等代

表人物各自从不同的侧重点阐发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她们的理论、观点体现

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两大任务 ———寻找、建构一个内涵丰富的黑人女性文学传统 ;考察并

消除文学作品中有关黑人女性气质和黑人女性神话中的女性形象的刻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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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异军突起 ,成为评论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和英美

派、法国派并驾齐驱。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崛起有着必然的历史原因。首先 ,黑人妇女遭受着双重压

迫 ,即来自白人世界的种族歧视和黑人世界的男性压迫。出于这种特殊体验而写出的黑人文学作品必

然和白人女性及男性的作品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次 ,在男权中心社会中 ,黑人女性文学一直被忽视、

曲解或视为异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黑人女性形象在评论中仍被歪曲、排斥 ;甚至到了 70 年代末期 ,

各类版本的文选选集要么对黑人女作家的作品闭口不谈 ,要么就对像佐拉·尼尔·赫斯顿 (Zora Neale Hur2
ston)这样的黑人女性文学史上重要的先驱轻描淡写 ,几笔带过。即使大多数当代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对黑人女性作品的关注也不够。“由于黑人女批评家和作家意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 ,黑人男性都在将自

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 ,这就促成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诞生。”[1 ] (P356)
1974 年在

美国文学界发生了两大标志性的事件。一是《黑人世界》(Black World)特刊上发表了朱恩·乔丹 (June Jor2
dan)和玛丽·海伦·华盛顿 (Mary Helen Washington) 的文章 ,封面登有佐拉·尼尔·赫斯顿的照片 ;另一件是

爱丽斯·沃克 (Alice Walker)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在MS杂志上的发

表。这两件事为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蓬勃发展拉开了序幕。芭芭拉·史密斯、奥吉·劳德、爱丽斯·沃克、

芭芭拉·克里斯汀等代表人物从不同的侧面 ,系统地研究并阐述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芭芭拉·史密斯 (Barbara Smith) 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

萌芽》(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开篇便指出 ,没有一个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角度 ,黑人女性作品不

但会被误读 ,长此以往 ,这些作品终将被毁掉。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 :在黑人

女性作品中 ,性政治以及种族、阶级的政治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其次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应致力

于探求黑人女性作品没有体现的与黑人女性身份未曾感受到的性与种族的政治。再次 ,女权主义文学

批评必须承认黑人妇女悠长的历史 ,还应旨在发掘黑人女作家的“不同”。史密斯强调黑人女权主义批

评理论的立足点应是“自治”但不是“隔离”;应该是和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的对话和结合。她通过对大量

的黑人女作家作品的分析 ,揭示了她们在文本、主题、意象等方面形成的不同于白人、男性作家的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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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她们的作品中常常不约而同地出现挖掘植物根茎、挖草药、念咒祈祷、当接生婆等相似的主题意

象。”[1 ] (P357) 这些是在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很难看到的。在史密斯看来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

的应用定会推翻对有关作品的先前的假设 ,定会挖掘出新的视点 ,新的深度和广度。史密斯对黑人女权

主义批评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她对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的研究与观点。可以说 ,史密斯对女同性恋文学的

研究在黑人女权主义批评领域尚属先例。在《无大害的事实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同性恋

形象》(The Truth that Never Hurts :Black Lesbians in Fiction in the 1980s)中 ,她分析了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

说 ,即 :格鲁里雅·奈勒 ( Gloria Naylor)的《酿酒厂的女工》(The Women of the Brewster Place) ,爱丽斯·沃克的

《紫色》,奥吉·劳德 (Audre Lorde)的《扎米》(Zami) 。经过仔细研读 ,她得出结论 :黑人女同性恋批评理论

具有丰富的政治含义 ,它的应用对所有妇女的解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 ] (P179) 。同时身为黑人和女同性

恋者的史密斯强调黑人妇女对同性恋文学的研究尚处在“想像”、发现和查证、核实的层面上 ,因为很少

有黑人女作家公开承认自己以同性恋角度写作。这种局面是完全由黑人妇女的政治地位、自我身份的

彻底剥夺所导致的。可以看出 ,由于黑人妇女不具备任何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特权 ,异性恋的取向就成

了她们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特惠了。从这一点看 ,黑人女同性恋批评就具备了更强的政治意义。

史密斯勾画出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原则 ,奥吉·劳德在探索技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有人把

奥吉·劳德比作一颗多棱面的“钻石”,因为她既是母亲 ,又是诗人、小说家、女权主义者、批评家、出版商

和女同性恋者。在散文集《局外的姐妹》(Sister Outsider) 中 ,奥吉·劳德铿锵有力地表述了她的观点。黑

人妇女必须庆祝自己的“不同”而不是否认它们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定义黑人女性文学。黑色在她看

来是和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 ,与创造性联系在一起。她歌颂这一源泉 ,称其为“我们女性内心力量

的所在 ,它不是白色的 ,也不是浅表的 ,它是黑色的 ,古老的 ,深邃的。”[3 ] (P275)《诗歌不是奢侈品》(Poetry is

Not a Luxury)收录在《局外的姐妹》中。该文针对诗歌、女性身体和语言的关系进行了阐发。劳德宣称诗

歌属于妇女 ,特别是非洲的女祖先 ———黑人妇女 ;诗歌是女性感官上的经历的“再创造”,又成为其他情

感、思想、观点抒发的跳板 ;通过诗歌 ,女性之间在身体上、语言上可以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其他文章中 ,

劳德也曾把女性行经的生理现象和诗歌联系在一起。当经血从身体流出时 ,她认为女性的身体就变成

了一首“运动中的诗歌”。《他的主人的工具》( His Master’s Tool) 是另外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在篇

中 ,劳德深中肯綮 ,探讨了文学批评的语言和原则以及它们如何能毁损作品中的黑人形象。鲜明的题目

直指黑人女权主义文学评论的核心 ———只有非父权制的、不带有种族色彩的思维和写作方式才能同时

赋予黑人和白人妇女以力量。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她身体力行 ,尝试把多种文学形式融合在一起。诗

歌的流畅和历史、母系社会的神话、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她自己命名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为“Biomythog2
raphy”,以此表明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独特的跨学科性。

以《紫色》享誉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的爱丽斯·沃克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黑人女艺术家的角色 ;黑人

艺术家与黑人社区、黑人历史的关系 ;黑人文化与神话的丰富性与重要性。沃克以“妇女主义”(“woman2
ist”)者自居。这是基于她对白人妇女界定的女权主义概念表现出来的种族狭隘性的深刻认识。有关黑

人女性文学传统的问题对她是首要的问题。在《挽救生命》(Saving the Life)中 ,沃克指出 :“黑人女祖先口

述的故事和黑人文字记载的文化遗产同样重要。”[4 ] (P182) 口头叙述、流传下来的神话、意象为批评思想提

供了模式。事实上 ,沃克自己作品中的许多重要的女性形象都取材于口述文学和神话。“什么是黑人文

学传统 ?”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 ,沃克用黑人妇女的社区文化艺术进行了回答。像缝被子这样在

众人眼里再也普通不过的活计在沃克看来就是黑人女性创造力、想像力的体现。在谈及看到史密斯学

院悬挂的一床标着“一百年前阿拉巴马一位不知名的黑人妇女创作”的反映耶稣殉难的被子时 ,她曾这

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虽然没有参照任何有名的缝被图案 ;虽然是用零碎无用的布片缝成 ,它显然出自想

像力丰富和情感深沉的制作者之手 ⋯⋯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位‘阿拉巴马不知名的黑人妇女’,她可能就

是我们的一个祖母 ———一位在惟一属于她的材料 ,用她社会地位能允许她采用的惟一方法留下了痕迹

的艺术家。”[4 ] (P90) 依据沃克的观点 ,黑人妇女一直是善于创造的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只是奴隶制和

战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政策剥夺了她们受教育的机会。正是她寻找祖先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使她发掘

了被忽略的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 ,把她奉为“文学之母”并继承发展了赫斯顿留下的黑人女性文学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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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之 ,沃克对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贡献在于她扩大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内涵。以故事、自传

文学的形式阐发理论 ,这无疑丰富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

史密斯、劳德和沃克等一些黑人批评理论家发现的是抛弃白人批评理论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前提下

的适合所有女权主义者的需求和经历的理论技巧。“黑人妇女绝非涂抹上黑色的白人妇女”[2 ] (P186)
,黑人

女权主义理论另外一名代表人物芭芭拉·克里斯汀 (Barbara Christian)在 1981 年发表的《理论家一族》(The

Race for Theory)中也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这一点。她指出 :“目前美国评论界被专门制造理论的一群人所

占领。他们似乎成了一个新的‘种族’;而以他们为主导的‘白色理论霸权主义’把众多有色人种的妇女

逐出范围之外 ,她们成了默不作声的群体。”[2 ] (P186) 克里斯汀进一步指出 ,理论不应仅仅用于学术界 ,也应

为阅读作品服务。否则 ,理论就会变得僵化、失去活力。在发表上述观点之后 ,克里斯汀尤如预言家一

样宣布 :随着黑人妇女和其他有色人种妇女在美国文学批评学科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一种新的、

不同于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的语言将诞生。克里斯汀对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另外一大贡献就

是她是首位著书整理黑人女性文学史的作家。早在 1980 年 ,她发表了《美国黑人女性小说家》(Black

Women Novelists) ,“该书对黑人女性小说的主题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 ,确定了黑人文学传统研究在

学术界的地位。”[5 ] (P18) 在 1985 年 ,她又发表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在两本著作中 ,克里斯汀提出了美

国黑人“文学女权主义”(Literary Feminism)的概念并归纳了它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 ,它应提供正确的、

积极的美国黑人女性形象 ,尤其是关于母亲形象和母女情结 ,在这一点 ,我们听到了沃克的回声。沃克

对其影响甚大 ,克里斯汀把沃克奉为“文学之母”。其次 ,她应强调了解自我 ( self - knowledge) 的重要性。

最后 ,该女权主义应扩大黑人妇女间友谊的描述 ,即 :对大量的被淹没的女性同性恋文学的发掘。在

1989 年发表的《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做什么 ?》(But What Do We Think We’re Doing Anyway ?) 一文中 ,她又指

出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核心应是对话 ———和黑人女祖先的对话 ,也是和普通黑人妇女的对话。因此 ,文

学应包括书信、日记等。这一观点又是和沃克一脉相传。

综上所述 ,史密斯、劳德、沃克和克里斯汀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史密斯不但勾勒出了黑人女权

主义批评原则 ,还注意到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特别是同性恋批评的政治含义。劳德把注意力投向了黑

人女性神话 ,并融合了几种文学形式来进行理论创作。沃克提出并回答了有关黑人女性文学传统的问

题 ,把黑人女性社区文化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克里斯汀提出了“文学女权主义”的概念。最重

要的是她们把黑人女性“文学”延展到了社区艺术、精神领域并对文学批评及文学史提出了质疑。她们

的理论、观点体现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两大任务 ———寻找、建构一个内涵丰富的黑人女性文学传统 ;

考察并消除文学作品中有关黑人女性气质和黑人女性神话中的女性形象的刻板模式。她们的理论成果

促进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繁荣 ,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发掘出了新的资料。黑

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不但对黑人女性 ,而且对白人女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应看到黑人女权主

义也有其局限性 ,最根本的局限是 ,它过多地强调了自身的“异”,即黑人女性与男性及白人女性的不同 ,

而没能深入考察它们之间的“同”;没有提出具体的如何与其他女权主义融合、共同消解男权中心的策

略。批评理论的触角也未能深入到阶级斗争的层面 ,因此很难和黑人妇女解放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

归根到底 ,“人的理想不是在差异的基石上强造一个平等世界”[6 ] (P198)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应是在与男性

和白人女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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