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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尔维尔：19 世纪的精神分析师
——从《白鲸》 看麦尔维尔的精神探索
王艳慧
（大连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

摘 要
麦尔维尔小说《白鲸》中人物意识和无意识的多层次描写使得他的小说在人的精
神和心理层面的刻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人的心理的研究与弗洛伊德有许多相合
之处，因此，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可以更立体地把握麦尔维尔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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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中一部巨著，尽管在它
诞生的
世纪遭受了不少冷嘲热讽，
在 世纪以
来却得到广泛关注，好评如潮。究其原因，主要是
其作者赫尔曼 麦尔维尔的思想在
世纪宗教盛
行的年代还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却符合了产生信
仰危机的
世纪人们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如同打开了一扇门，向
我们展现出人类精神世界那错综复杂的立体空间，
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颖独特的角度了解这位大师
的精神世界，更加深刻地了解他对人类生存的普遍
困境和精神状态的独到见解，更加敬佩这位在茫茫
大海上孤独前行的精神探索者。
正如许多国内外批评家所述，麦尔维尔不仅善
于运用独白描写人物心理，还特别善于描写梦境。
尤其是他对人物疯狂的原因和状态的分析和描写，
不亚于精神分析师。可以说他对人的意识和无意识
状态的研究与弗洛伊德有许多相合之处，只是比后
者早了将近半个世纪。由于他对精神分析领域的涉
足，从心理学角度围绕他和他的作品进行分析的评
论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位美国作家的评论。有的从
麦尔维尔的家庭环境和心理历程探究他的精神世
界，有的从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学说分析小说的梦境

和复仇心理，有的从人格心理学角度分析人物性
格，等等，不一而足。这里，笔者将用精神分析学
说从小说的人物入手，从整体上把握《白鲸》中体
现的麦尔维尔的精神世界。

一
麦尔维尔喜欢以潜水式的方式深入人物的无
意识世界。在他看来，那是一个黑暗复杂的世界，
如同深不可测的海洋，即使表面平静，下面也可能
暗流汹涌，充满凶杀恶斗。这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学说有许多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人的心理结构深层，它
包括了原始的本能欲望与冲动。由于道德、现实和
社会文明的约束，这些冲动和欲望得不到满足，被
压抑到无意识的领域中；但仍不断地寻找出路，回
到意识中去以求得到满足。这种无意识的矛盾冲突
正是产生各种各样的精神症状、梦境、失言、笔误
或其他无意识过失的根源。弗洛伊德为了研究的方
便把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状态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
次：即追求本能欲望、按照“快乐原则”行动的人
格结构部分“本我”（ ），代表理智和意识、按照
“现实原则”行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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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按照社会道德规范活动的超我（

麦尔维尔：

）。

世纪的精神分析师

遭到他所在的群体的反对，因此在他的复仇之旅开

这三部分往往相互矛盾、冲突，而自我作为中介，
不得不面对本我的驱使、超我的谴责和现实的限

始阶段，他把这一秘密压在心里。在这段时间里他
的超我即受社会规则约束的自我发挥了作用，但是

制，如果难以忍受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与威胁，就会

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的复仇欲望变得更加迫切和

产生焦虑反应。为了保护自身，自我就发展了一种
无意识的心理机能，用各种手段去防范危险，缓解

强烈了，他的自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白天拿出一
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夜晚要么噩梦连连，要么彻夜

焦虑，这就是心理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能帮助
人们保持心理的平衡与安宁，但过分运用则会歪曲

难眠，思绪思绪翻腾。终于有一天，他向船员们悬
赏下达命令要追击莫比 迪克，他的复仇之心亦昭

事实和自我欺骗，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例如，极

然。大副斯达巴克以复仇会亵渎神灵也违背股东们

度的投射机制可能导致偏执狂，而压抑和转换结合
在一起，可能达到非常严重和广泛的程度而引起精

的利益的社会原则为由反对他，亚哈炮制出另一套
说辞，使得全体船员都被他说服或被他不屈的精神
所感染，那就是他不仅仅是向莫比 迪克复仇，他

神分裂。
麦尔维尔虽然没有这些理论的指导，但他小说
中的主要人物却都可以用弗洛伊德的这套理论进
行分析。尤其是他对变态人物的心理描绘，与弗洛
伊德的变态心理学更是不谋而合。小说中刻画了两
个疯子，亚哈和小黑人皮普，一个偏执狂和一个精
神分裂症患者，其疯狂的原因、发展过程和表现形
式都分析的非常到位。麦尔维尔之所以喜欢写疯
子，是因为在他看来，疯子所说的正是普通人想说
而不敢说的话，他们讲的话常常让正常人感到那就
是真理，因此能够更真实更深刻地展现人类的精神
世界，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哈姆雷特和泰
门等的疯话。

二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白鲸》中对主要人物的
精神或心理状态的描写。最出彩的应当是对亚哈的
内心世界的描绘。作者先借他人之口概括亚哈的性
格：不信神却像神一样威严骄傲。接着，通过叙述
者伊希米尔的观察，我们看到了外表冷酷却坚毅果
断的海上之王—亚哈。但这只是亚哈表面上的自
我。且看在第
章作者分析亚哈被鲸鱼咬伤后是
如何变成偏执狂的：眼看着他的腿被鲸鱼镰刀一样
的嘴割掉，他不仅身体受伤，自尊心也遭到重创，
内心的自我平衡的严重破坏。在被迫的返航途中
“残缺的身躯与伤口遍布的灵魂”
“浑然合一使他发
起疯来”
。“白鲸浮游在他面前， 就像是万般
邪恶的偏执的化身，这些邪恶使思想深邃的人觉得
五脏六腑在受啮噬，到头来他们只能靠半颗心半副
肺苟延残喘了。
”
但是船行驶到不冷不热的维
度，人们看到他恢复正常了。“人的疯病常常是狡
猾阴险的东西。
”
亚哈知道自己的报仇欲望会

要抓住的是这条白鲸的幕后黑手，白鲸是一堵墙，
他要捅破它，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他要以公
平对等的原则对伤害他的邪恶势力以牙还牙。
这样，亚哈的超我的原则与其本我的目的达到了统
一，他不必再掩饰本我的狂躁了。不同于一般疯狂
的人的是，亚哈自己心里明白他已经变成了魔鬼，
是“疯透了顶的疯子”
。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
防御机制——投射：即把自己所不喜欢或不能接受
的恶而自身却具有的性格特征、思想观念或欲望等
转嫁到别人身上，说是别人具有这种性格、恶念或
邪欲等，从而在无意识之中减轻了自己的责任与内
疚，维护了自身的尊严，变得心安理得了。亚哈这
种新的自我平衡，是本我无限膨胀的结果。这种脱
离现实的病态思维，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从最后
亚哈遇到白鲸时的怒骂，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亚
哈已失去理智，完全受愤怒的情绪支配了。
伊希米尔也是一个自我失去平衡的年轻人：他
囊中羞涩，在岸上找不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实际
上也是内心空虚，缺乏信仰的支撑，因此对别人有
攻击性，且有自杀倾向，于是决定出海排遣心中郁
闷，寻找心灵的归宿。显然伊希米尔的本我因得不
到物质上的满足和快乐刺激而遭到压抑。但是伊希
米尔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的人。他给自己找到一个
新的目标：鲸鱼，对鲸鱼了解的渴望使他对捕鲸的
工作感兴趣，一方面渴望在冒险中寻求快乐，成为
英雄，另一方面也恢复了对世界的认知和探索的渴
望。通过对周围的事物观察和沉思默想，伊希米尔
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断变化，自我平衡得以维持并
发展。踏上“裴廓德号”捕鲸船后，他被亚哈的故
事所吸引，同情他的遭遇，崇拜他的英雄气概，搜
罗了许多关于船长追杀阴险狡猾的恶鲸的故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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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的复仇寻找正当理由，并受到亚哈的激情蛊

年

惑，宁愿加入到这一英勇行动中，誓与白鲸不共戴
天。此时，可以说他的本我——欲杀白鲸而后快

独立谋生 当过簿记员、小学教师等，渴望重振家
族的雄心一直埋在他的心底。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状
况不能给他提供更好的工作和地位，为摆脱烦恼去

——与亚哈的本我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伊希米尔

捕鲸船上当了一名水手。四年的海上捕鲸生涯开阔

在“白鲸的白色”一章尽情地描绘白色给人的恐怖
感，白色—“一种让我们畏缩不前的既无色又诸色
，宇宙的本色，而白鲸就是这
俱全的无神论”
一切的象征。伊希米尔追逐白鲸的理由也同亚哈一

了他的视野，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源泉。他从
年开始文学创作 《泰皮》
、《欧穆》
等两部描写异域风情的罗曼司小说均取得成功，
《玛地》由于其中过多的哲理说教而遭到冷遇。然

样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看

而他并不气馁，捕鲸业的凶险激起了他的豪迈情

一看上帝是否存在。但是随着船只不断前行，伊希
米尔与亚哈分道扬镳了。在“炼油作坊”一章他意

怀，美国的迅速崛起令他感到骄傲，他一心要创造
出与蓬勃发展的美国这一新兴大国相匹配的最伟

识到不能再跟随亚哈的欲火前行，它会把人引入歧

大的小说，它的思想内涵要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

途，应该像雄鹰一样，在高空和低谷中自由飞翔，
在黑暗和阳光中取得平衡。理智上，伊希米尔明白

广度，这一想法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拍。但是
他的超前在于他同时意识到了这种无所畏惧的开

斯巴达克是对的，人应该遵循社会规则和上帝的教
导；情感上，当他看到成群的鲸鱼和谐地追逐嬉戏
的场面，看到白鲸那从容镇定的游动的姿势，再也
恨不起它来了，相反，似乎还对它生出了几分仰慕
之情。他的获救也被他看成了原来心目中似有似无
的上帝的旨意。可见，伊希米尔的理智使他摆脱了
本我的困扰，重新建立了对上帝的信仰，在超我的
新的理想支配下，再次获得了自我平衡。
斯达巴克的本我的快乐来自于家庭的温暖，因
此家庭乃至社区的利益是现实中的自我努力维护
的。但是他的超我却为矛盾所困扰：按照社会规
则，他必须维护股东们的利益，阻止亚哈的复仇行
动；按照他的信仰，他不能伤害他人性命。超我的
原则的不一致导致他的自我缺乏行动的意志，无所
适从，以至于成为陪葬者。

拓精神的带来的潜在的危险。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
会歪曲事实，自我欺骗，从而使人走向失败，因此
前进的路上离不开理智的运用和上帝的引导。
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
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上帝的真实性和《圣经》
的权威性产生质疑，需要对这个世界的本原做出新
的解释。然而长期以来对宗教的心理依赖又使人们
难以抑制对信仰的渴望。麦尔维尔在《白鲸》中描
绘的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在《白鲸》中
大自然体现了上帝的力量或意志，其本性是严厉无
情的。大海表面平静美好，但对其中的生物冷漠无
情，不论是人还是鲸鱼死的时候都让人感到格外的
悲凉。人与上帝的关系如同孩子对父亲，畏惧他，
渴望得到他的爱，他的保佑，希望自己遵照他的要
求，从而得到永久的平静与安宁；另一方面，人的
本性是希望无拘无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满足
自己的各种需要，想要违背上帝又害怕受到惩罚，
因此渴望战胜他自己掌握命运。人的天性和上帝的
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正如人的本我与超我之间的
矛盾一样难以调和。麦尔维尔通过麦坡尔神甫讲解
《圣经 旧约》的《约拿书》时说明了这一点：“如
果我们服从上帝，就必须违背自己；也正是由于违
背自己，服从上帝才难以做到。
”
这一时期的人一方面雄心勃勃，希望享受世俗
的乐趣，另一方面又憧憬慈悲的上帝，不愿像以前
那样因畏惧上帝而信上帝，希望重新解释宗教信
条，重塑对上帝的信心。伊希米尔的精神状态正是
这种写照。他希望通过海上之旅找到自己的精神寄
托。但是面对凶悍的鲸鱼，他缺乏与之对决的意志

三
小说《白鲸》是麦尔维尔的精神之旅。从小说
叙述的口吻不难看出，麦尔维尔佩服亚哈的激情，
欣赏伊希米尔的沉思默想，看重斯巴达克的诚实和
对信仰的忠诚。三个人物性格不同，处理问题的方
法各异，从不同维度展现了麦尔维尔的精神世界。
亚哈呈现的是作者不愿被宗教信条束缚的本我，大
副代表的是超我——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伊希米尔
表现的是现实中的本我的状态。
麦尔维尔是一个充满激情幻想而又雄心勃勃
的人。他出身名门，然而在少年时代由于其父不善
经营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随后父亲去世，家庭
的变故对他的精神打击不言而喻。他十五岁便开始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第

期

王艳慧

麦尔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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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量。而深受白鲸之害的亚哈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态度，但是，疑惑也好否认也好，处于这种状态而

和勇气。亚哈对上帝的怀疑和反抗正是埋藏在麦尔
维尔心灵深处想说又不敢说的念头。麦尔维尔关注

又有直觉的人，却为数不多。对尘世间一切事物的
疑惑，和对尘世间有些事物的直觉；两者如若结合

的是外部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他认为

起来，造就出来的既不是宗教信仰者也不是不信仰

恶首先来自于外部的刺激或诱惑，而后才会引起人
心中之恶并产生恶果。按照这种逻辑分析原罪的始

宗教者，而只能是对两者一视同仁。
”

末，虽然人不听上帝的话是有罪的，但如果没有蛇
的诱惑，人会仍然处于一种无知无罪的状态。而上
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可见，恶
的存在也是得到了上帝的默许的。如此，上帝的善
是值得怀疑的。撕开上帝伪善的面纱，发出质问也
是应该，而明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仍奋力前行也是勇
气可嘉的。只有像亚哈这样骄傲而又富于反抗意识
在身心受到摧残以致疯狂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念头
和英勇无畏的行为，才能表达出麦尔维尔对真理的
大胆追问。可以说，亚哈通过实际行动—对白鲸的
追杀探究上帝是否存在的命题，而伊希米尔则是通
过观察和沉思默想来体会。亚哈体现了作者欲揭开
世界的神秘面纱的内心的冲动，而伊希米尔则体现
了运用理智维持情感和理想的平衡以达到与世界
和谐共处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斯达巴克代表了社
会群体的规则也是生存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另外也
代表了麦尔维尔希望做到的对信仰的坚守。然而令
人痛苦的是人们无法像以前一样虔诚的信奉宗教。
那么对麦尔维尔这样敏而好问的人，该怎么办？在
章（喷泉），麦尔维尔这样写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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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希米尔看到抹香鲸庄重威严地游过，脑海里“不
时闪现出种种天赐的直觉，以一种圣光照亮我的迷
途，指点我的迷津。为此，我要感谢上帝。尽管人
人都有许多疑惑不解的思想，而许多人对此持否认

四
麦尔维尔对小说人物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立体
的、多层次的描写，使得他在揭示人的精神世界时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挖掘分析小说人物心
理，作者同时向我们呈现了他那丰富多彩、深刻而
复杂的精神世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哲理说教引起
读者的思考，但是他的精神探索并未给人们提供一
个明确的答案，他明白这样的问题对人类来说是永
恒的精神困惑：上帝是否存在？世界按照怎样的规
则建立的？人应该怎样生存？怎样面对生活中的
不幸和厄运？对世界本源的思考和对人类精神困
境及生存状态的关注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最大魅
力之一。《白鲸》的结构是开放的，结论也是多样
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同其他世界名著一
样，《白鲸》也已成为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不断
地给后人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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