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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自我，走向人性的和谐
——解读玛格丽特 劳伦斯的《石头天使》
王莎烈
（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
摘

要

）

《石头天使》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 劳伦斯的代表作。小说的叙述者是一

位九十高龄的老妪在病榻上讲述她对过去的记忆。在回忆中她不断反思自我，终于参悟到过
去那空洞无爱的一生是由于父权制观念所至，而人类的真正福祉则是人性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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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利特 伦斯是加拿大六十年代的女作家。
有人把她与托尔斯泰相比，也有人把她比作英国的
乔治 艾略特， 但从某一角度和她为加拿大文学
作出的杰出贡献看，我们可以把她和玛格利特 爱
特五德看作是加拿大六七十年代文坛上最璀璨的
两颗明星。她一生著述甚丰，有些作品是以非洲为
背景的，有些是以自己故乡小镇为背景的。它们讲
述了关于小镇、两性、存活以及对内心探索等方面
的故事。
《石头天使》也不例外，它是玛格丽特 劳
伦斯旅居非洲七年之后，首次以自己的祖国加拿大
为背景，以加拿大人为主人公，并以自己曾经生活
了
年的故乡—草原小镇曼尼托巴省的尼帕瓦为
原型创作的玛那瓦卡系列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小
说发表与六十年代，
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
银幕。这是一部同故事自身叙述小说。故事的主人
公—哈格 希伯利已年逾古稀，躺在病榻上娓娓动
听地讲述了过去的岁月。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清教氛
围浓厚、父权意识压倒一切的一个闭塞落后的草原
小镇—玛纳瓦卡。她一生倔强，不惜花任何代价追
求精神上的独立。然而，正是父权意识观念使他她
自觉不自觉地以此作为衡量她身边的人和事，进而
成了这一观念的牺牲品。小说的叙述是由两条平行

线交叉展开的：一条以当下生活事件为主，另一条
则以对过去的回忆为主旋律。这样，“她的思绪不
断的因某个生活中细节的触动而被拉回到往昔的
时光中”， 并勾起了对往事的追忆，现实与过去，
追忆和陈述就像电影中蒙太奇的拼贴画，不时地跳
跃、穿插与往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序的叙事结构。
在回忆中我们见证了哈格的心路成长的历程
并欣喜地看到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参悟到了人性
和谐不仅是家庭、社会、同时也是两性相处的关
键。本文主要从分析哈格倔强、扭曲的性格到她最
后对自我的反思入手，阐释人性和谐的重要性。

一、无爱的世界，扭曲的人格
“高傲是我的荒原，带领我去那儿的却是恐惧
这个魔鬼。我除了孤独还是孤独，可又从未自由
过，因为我在心中给自己戴上了枷锁，这枷锁又溢
出我的身体， 束缚住我接触的一切。
”
高傲是
她一生的写照，高傲是父权意识在她心灵中的内
化，成为她一生自觉不自觉地衡量她身边的人和事
物的准则。由此，高傲把它同外界隔绝，并毁了她
本应享受的爱—两性之间的爱，亲人之间的爱以及
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致使她一生几乎都生活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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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爱的扭曲的世界里。

倔强性格的支撑点。表面上服从，其实是伺机寻找

爱本来是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没有了爱，生
存的奋斗就像干涸了的小溪，没有激情，没有方

机会反抗。这样在她的婚姻问题上，为了与父亲抗
衡，故意让父亲难堪，她竟选择了那个用她自己的

向。小说主人公哈格的世界就是一条干涸的小溪。

观点来衡量的“毫无品味，举止庸俗，长她十四岁

这些主要是由于她高傲的性格所致。她性格中最生
动的特点除了孤傲，独立就是怒气，爱从没踏进过

的男人。这个男人带给她的并不是她所憧憬的充满
了浪漫情调的爱情避风港，而是一个脏兮兮，破烂

她心田一步。无爱的世界造就了她人格的扭曲，这
种扭曲主要体现在她与她身边人们的关系中，这些

不堪，到处都充满了臭味，还有两个前妻留下的女
儿的家。从此哈格与父亲断绝了一切往来， 直到

都是由男性强权意识造成的，她是男性霸权话语的

父亲去世父女两人也没有讲和。孤傲和倔强甚至可

牺牲品。
在与她身边男人们的关系中，有三种男人在她

以使她放弃亲情。
她一生中在与丈夫布拉姆的关系上也上演了

的生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父亲、丈夫和儿子。

一个缺少爱，缺少理解、体贴与关怀的一幕。她与

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哈格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在道德
价值观上都与其出奇的像。从她出生的那一天起，

布拉姆的结合一开始似乎充满了浪漫情调（布拉姆
舞姿优美，块头很大，长相英俊）但这种结合完全

她父亲就不断地向她灌输家族的格言：“看谁敢！
就跟他干 ” 她被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她一生倔强，
孤傲，从不认输。甚至她父亲都承认：
“你像我，
”，
“你有骨气，我要给你的正是这个。
”哈格也承认：
“我的确像他，上帝知道，一点没错。
” 父亲给予
她的是强权与专治，理智与服从以及他那个阶级的
价值观，缺少的则是亲情与爱，理解与体贴。这样
的价值观使哈格从小就憎恨柔弱，鄙视服从 拒绝
被安排，拒绝平庸，拒绝被别人摆布和丢面子。当
丹尼尔（她哥哥）在弥留之际 哥哥麦特恳求她披
上母亲留下的披肩 扮演母亲的角色去安慰丹尼尔

是为了同父亲的专制相抗衡和拒绝别人（洛蒂）对
自己婚姻评头品足而做出的反抗和一时冲动之举。
布拉姆从来就不是她心中真正的爱人（因为她追求
的是精神上的爱）。用父亲的话说，布拉姆就像宠
物猪那样懒惰，根本配不上卡利家族的精神和祖
训。就哈格本人而言，她承认自己的婚姻生活不美
满：“他留在我身上的痕迹是爱情。这句台词是从
哪儿来的我现在说不出来了，或许是由于我感觉
受到了伤害而不愿记起。结婚后他在我身上留有
哈格
痕迹多年，然而我从没想过它是爱情。
”
向往的并非是世上人间的爱，所以也就无法忍受
布拉姆的举止行为，布拉姆对此也很反感。“他忍
受不了我的举止语言，我忍受不了他的冷嘲热
讽。
” 哈格理想的爱情是那种充满浪漫情调，有
“熏衣草香袋般美妙的语言” 而不是肉体和世俗
的。在她看来布拉姆是一个外表英俊内里庸俗的
人，她无法忍受他那粗俗的举止、冷嘲热讽的言谈
以及无所事事的沉沦。最后，她带着自己的小儿子
约翰离开了玛那瓦卡镇。可是布拉姆却是唯一一个
把她“视为哈格的人—而不是女儿、姐妹、母亲、
甚至妻子—的人”。
哈格与两个哥哥的关系同样处在一种冷漠和
少爱的世界里，他们很少有情感上的交流。哈格认
为她的哥哥丹在气质上柔弱，基本上继承了她妈妈
的性格。她与麦特因为与父亲的关系也少有往来。
她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也缺少真正的母爱。她不了解
她的哥哥们，也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们。她对玛文
（她的大儿子）从来就没有认同过。她认为玛文是
布拉姆那一类的人，而约翰才是她一心想要培养的

那即将离去的灵魂时，她“僵住了，抽回手”
说：
“我不能，噢，麦特，对不起。我不能，不能。
”
她接着叙述道，“我想到了那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
的温顺的女人 那个据说与丹十分相像的女人，他
从她那儿继承的是脆弱，这是我所憎恨的；尽管此
刻我心中还有同情的成分，可是要我扮作她—我做
不到。
” 然而。在与父权制道德观念抗衡时，她
却败下了阵。当她从东部女子学校学成归来时，她
想当一名教师
父亲极力反对，最后她不得不
放弃，“留在家里为父亲管理账目，替他扮演着女
主人的角色，同客人得体而有分寸的谈话，做所有
他希望做的事情。
”
因为，“她是法老的女儿，
不情愿地回到了他的屋檐下，回到了他那座地处荒
野之中、受着不可思议保护的方形砖砌宫殿中，回
到了他那石头纪念碑耸立的地方。
” 她服从父亲
的意志，按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偿还父亲为
她所付出的金钱”，并付出了丧失主体独立的代价，
但从另一侧面来看这种强权特性恰恰是她孤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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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家族式的英雄。然而事实却告诉她，约翰才是

地的天使，她有石头般坚硬的性格，并石头般地坚

徒有虚表、华而不实的人，玛文则是一个不择不扣
的坚定的雅格式英雄。

守着父亲的“领地”，她本人虽有视的功能，但这
种“视力”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父亲的法则”遮蔽

生活在少爱的世界中，受父权制观念的影响，

了视的视野，“父亲法则”成为了她一生信奉的准

她容不得别人的缺点，这造就了她偏爱吹毛求疵和
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的扭曲性格。因为她从来就没

则。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的悲剧就在于直到
晚年，在与家人、牧师以及其他人的接触中，在对

有真正放弃过父亲的“领地”，结婚之后她执著的
又建立起了自己孤傲的“家园” 继承了“父亲”的
价值观，用一种戴上了自己主观见解的眼光来评价

约翰和阿琳不幸的车祸的反思中，她才渐渐地体验
到了这种不能自拔的悲苦，并不时地陷入对自己的

周围的人。她对多丽丝（她的儿媳，玛文的妻子）
的评价偏执，认为她狡猾，诡计多端，善于伪装，
总是喜欢穿人造丝织的衣服。这似乎在向读者暗示
人造丝之类的纺织服装与多丽丝没品位和虚伪的
性格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的联系。其实，在哈格的
概述和场面的描述中，多丽斯是一位六十多岁，身
体同样欠佳的女性，她性格敦厚，对婆母体贴入
微，和玛文一样能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除了儿媳
多丽丝，其他的人在哈格的眼中也都不合她的标
准。泰尔福德的妈妈是一个“面孔萎缩的吝啬鬼”，
可怜的雷吉纳是一个“脆弱的，心不在焉的， 像
蛋糊糊一样乏味的人”，并以殉道者的精神，甘愿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她“那位老态龙钟、嗓音欠佳的
老母”。哈格对此嗤之以鼻。她性格孤傲和倔强，
她还是男权道德观不折不扣的维护者。一个以自我
为中心的人。她看不起洛蒂 德莱赛的母亲，因为
在哈格的眼里她是一个婊子，常常和多尔姨妈一
起搬弄是非。哈格虽然还算喜欢多尔姨妈 哈格家
的管家，但还是免不了用一种调侃的语言评价她：
“她总是锲而不舍地涂抹魅力无穷的榛树汁儿和
柠檬汁，但非常遗憾她那茶色皮肤始终没有太大
的改观。她的门牙像长耳兔的门牙一样突出，她
对自己的牙齿非常敏感。
”
对洛蒂的姨妈——
罗斯，哈格的评价就倍加尖酸刻薄：她是一个不
知羞耻的制造谣言的饶嘴婆。从哈格对别人的评
价和她的为人处世，她偏激、倔强、孤傲，为此
封闭了自己与外界的交往和沟通。她的世界只能
容下阳刚之气，她的精神生活是苦闷的、孤独的。
她没有朋友，也得不到家人的体贴和谅解。（她与
父亲的关系和她与约翰、玛文多丽丝的关系以及约
翰和阿琳的惨死，种种情形都显示她与家人的关系
不融洽）她这种扭曲的性格不仅造成了她不和谐的
婚姻，同时也给家人和孩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
害。她的确像小说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是一尊父亲领

痛悔和自责中，尽管这种自责是有限的，而且来得
又太晚。

二、反思自我，走向人性的和谐
当来日不多的她，躺在病榻上回首往事时，她
才真正地参悟到是自己孤傲的性格以及内化的父
权制观念给自己套上了心灵的枷锁，造成了自己婚
姻失败，并给自己和家人带来许多痛苦和伤害。但
是在小说中，我们知道，哈格为了保持独立不羁不
受别人摆布，竟两次离家出走和两次被迫处于公共
环境之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两次
与外界的接触，使她在性格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使她学会了爱，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宽容和体贴，
学会了对自我的反思，使她的人格渐渐地趋向平和
与和谐。哈格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布
拉姆的平庸和害怕自己和儿子约翰也落入那平庸
乏味的生活难以自拔。可是这次离家出走的代价是
高昂的，约翰长大后，无法理解她，后来竟离她而
去，回到了玛那瓦卡镇，照顾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
并心甘情愿地过起哈格一直拒斥的平庸生活，最后
还与哈格一直不能认同的女友阿琳堕入了情网。后
来两人在车祸中丧生。为此，她常常陷入对自己的
自责和痛悔：“噢，我的人儿，他们是死在自己的
手上，还是我的手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带走那些
通过回忆和反思，她学会了挂念。她竟
岁月。
”
思念起离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儿子玛文
“玛文或许战死了，或许活了下来谁能知道呢？人
们的命运往往就是掌握在外部世界中。
” 她第二
次离家出走是为了逃避被玛文和多丽丝送她去“银
线养老院”。为了保持独立的心性，拒绝被别人安
排命运，她不顾九十岁的高龄，竟独自一人来到海
边一处已被人们废弃不用的渔场。在这儿，她首先
从两个小孩子的过家家中体验到了对话语权不容
置疑的追求所带来的危险与后果。为此，她甚至冲
动地想要告诫那女该：“当心点，小姑娘，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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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我的忠告吧，孩子，否则

她的病房，为她做最后祈祷时，尽管她一心还想按

你会后悔的。
” 这从侧面折射了她的悔悟，折射
了她对自己行为的痛悔，并参悟到人类的福祉是和

照自己独立的心性拒绝，可是她却不知为什么竟提
出让托利先生唱那首以“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

谐，人与人之间应像歌词说得那样：
“枝无永常绿，
不
根亦无长久。汝将被抛弃，焉知为那桩？”
要一味的追求霸权话语，人性的和谐才是生命、家

开头的歌。歌词是这样的：

庭、婚姻以及社会发展的关键，人类的福祉所在。
哈格，此时此地不仅体悟到生活和生命和谐的

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
向上帝吟咏着欢快的歌谣，

关键所在，并且在与陌生人莫利 弗 里斯的交谈中

他施与幸福，他撒播赞美，
来吧，让我们尽情欢笑。
她变了，上帝的普爱融化了她那颗冰冷的心。

也学到了对软弱还有她一贯嗤之以鼻的世俗爱的
重新理解。为此，在两人的谈话中，她又不知不觉

她忏悔到：“我本该渴望它的。这个想法的出现是
如此地强烈且带有毁灭性并掺杂着我从没感受过

地陷入了对约翰和阿琳的回忆，并为他们的惨死感

的苦楚。我一定总是，总是向往着—去欢笑，只有

到了深深地内疚和痛苦。“儿子死去的这一夜，我
变成了石头人， 一滴眼泪也没有。
”“我脑子里只

欢笑。为什么我从来不能欢笑呢？我知道，我知道
多久了？或许在我心灵深处的缝隙里，一些被埋藏

有一个念头，我还有那么多话要对他说，那么多事
哈
要解释清楚，可他等不及听一听就去了。
”
格的一生中让她改变最大的莫过于在医院的那几
天。当她真正了解到玛文和爱丽丝一直坚持让她去
“银线养老院”的实情时，她体味到了儿子和媳妇
对她无私的爱和体贴。还有让她感触最深是在医院
里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在
医院里，她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护士：一种像国王一
样专制，用冷冰冰的语言和行为对待病人，而另一
种则用温柔并充满爱意的语言与举止打动了哈格
那棵孤独的心；她竟然有点不知所措了，“靠在那
位护士的胳膊里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还有医
院里病友之间以及病人与自己亲属之间浓浓的爱
意、体贴与理解都让她感动非凡，尤其是那个叫爱
尔娃 加戴因——一个瘦小、干瘪，已动过一次手
术的病友，并且还不知自己的前景如何的老太婆给
她的影响最大（据说在她出院之前至少还得动两次
手术）。爱尔娃生性乐观、豁达并乐于助人，这让
哈格深受感动，这很快就溶化了她那颗渴望快乐和
幸福，但又拒绝别人的爱、拒绝别人的体贴和理解
的心。她刚来到医院的病室时，由于孤僻和高傲，
强烈地要求儿子玛文为她调换一间专用病房，可
是，时间才刚刚过去一天，当医院真正要把她调
走，她却不情愿了。这说明在她的身上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她被安排到那间专用病房之后
更是让人感到惊讶。在专用病房中，当刚做过阑尾
手术的亚裔女孩桑德拉在半夜时分想要解手时，她
不顾自己的病痛，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给她去取尿
具。而后，在她弥留之际多丽丝把托利牧师带到了

得太深，隐藏的太久的缝隙里，我一直就知道？”
她意识到，“我应该拥有的每一份欢乐，和我的男
人，和我的孩子，甚至在晨曦中，在泥土上，都被
循规蹈矩的刹车给终止了—噢，为谁循规蹈矩？我
直到此时，哈格才真
什么时候说过心里话。
”
正意识到自己无爱和失败的一生。这失败的一生并
非是真正独立和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决定快乐生
活的一生，这一生是悲苦的，空洞的，毫无意义
的。同样，她一生坚持的拒斥平庸，拒绝被别人安
排命运，实际上是一种被抽空了意义的拒绝，是被
父权制统治观念规划了的拒绝。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哈格作为一个女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独立和高傲
的内涵。她是被父权观念收编了的女人，她的一生
是悲剧的一生。这里，劳伦斯像人们揭示了一个重
要的问题：人，尤其是女人，在父权制观念盛行的
岁月里究竟该如何把握自己？

结束语
从哈格这个人物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叙
述者哈格，还是作家玛格丽特 劳伦斯似乎都在探
讨一个问题—存活—尤其是女性的存活问题。人类
究竟该如何地生存着？人在生存的过程中究竟该
如何了解自己和他人？人究竟该如何处理好两性，
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本书的卷首语
已经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不要轻轻地走进那美
好的夜色，怒斥，怒斥光明的消失”。这是摘自当
代英国威尔士诗人迪兰 托马斯的“不要轻轻地走
进那美好的夜色”一诗中的两行诗。托马斯的诗是
献给已患不治之症的父亲的。此诗不仅“表达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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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死亡必然性发出的强烈抗议，并希望父亲不要

人际关系以及女性自我的关键，这样的主题对当时

如此无声无息的与他永诀。
” 这是本诗的原意，但
是劳伦斯故意把这两句诗放在卷首，其用意何在

的文学创作，对加拿大，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具
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呢？通过对小说的细读，我们体验到的同样是拒

谈到女性和谐的自我，玛格利特通过哈格的人

斥，但这里的拒斥绝不是死亡，而是要拒斥主人公
在生活的早年阶段对父权强权统治观念的内化与
接受，拒斥在父权制观念下养成与社会、家庭、爱
人格格不入的孤傲和独立的性格，拒斥那些造成两

物塑造向我们揭示的是，这样的女性并非是德国著
名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 德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
所列举的男权统治意识下的附庸者和牺牲品，也不
是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夫所提倡的一间屋

性之间，亲情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障碍和隔

里的女性，她更不是法国女性主义作家们所提倡

阂，从而创造两性和谐的美好生活。这在当时的加
拿大，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有普适性的启迪。在西方

的，并一味追求女性话语权”或“女性写作”的女
性。她是人类的另一半，她的自我和谐与否关涉到

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正处

整个人类。她不是那种仅以机械的两元对立思维模

于巅峰阶段，在美国有以肖瓦尔特为首的主张寻找
母亲的花园，追索历史上女性作家创作的轨迹和传

式思考问题，无视对立双方存在差异，而又互相依
存的事实的女性，她不会采取极端化方式处理两性

统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主张；在法国有以埃莱娜
西苏、露丝 伊利格瑞和茱莉亚 克里斯蒂娃为代
表的主张从精神分析、解构主义与符号分析学理论
出发，深入话语层面进行质疑，对历史文化的载体
—语言进行了分析和拆解，批判父权制文化赖以存
在的基础和运作的规则；在英国有以马克思主义为
理论基础的强调批评和揭露对女性压迫的女性诗
学等。这些女性主义诗学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以政
治实践性为主导，为后现代多元文化政治批评做出
来重要的贡献，但同时由于其本身存在的激烈的政
治倾向对真正建立两性和谐的人际关系存在着一
定的偏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并受到了质疑。而在
《石头天使》这部小说中，玛格丽特 劳伦斯独树一
帜，倡导两性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宽
容、理解和充满爱意。这从她反思与布鲁姆的关
系，反思她对儿子玛文和儿媳多丽丝对她无微不至
的照顾真正理解，对托利牧师祈祷的接受，对约翰
和阿琳两人无怨无悔的爱认可，莫利 弗 里斯无私
的帮助以及那个瘦小、干瘪但却时刻乐于助人和施
爱的艾尔娃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爱、理解与宽
容是构建和谐的关键，是构建和谐的社会、家庭、

之间的关系。她和男人是人类总体的两个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她的身上有爱、有理解、有宽容，她
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世界中普通的女子，她要
脚踏实地，不存任何浪漫幻想。这样她存在的同时
就是在创造对方，并在创造对方的同时确定着自
身。她不是自身被异化了的产物，而是一个具有全
新观念，时刻在学习，时刻在探索人类的生存意义
的全新的女性。这种女性不仅要爱、施爱，而且还
要接受别人的爱，要不断地消解两性的两元对立和
创造自身和谐的新型女性。从这一观点来看，作家
在小说中表现的主体愿望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进
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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