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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涅罗珀的花毯或叙述诡计
——从《珀涅罗珀记》看神话的颠覆与重构
张曙光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摘

要

阿特伍德在作品中融入了现代女性的观念，完成了对古老神话的颠覆，并做出重

新阐释。在《奥德赛》中，故事有着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奥德修斯在海上的不同凡响的
经历，这是故事的主体部分，另一条是珀涅罗珀在家机警地与求婚者的周旋，这条线索只占
了全书的很少一部分。而在《珀涅罗珀记》里，这一情况得到了翻转，虽然就整体上看并没
有违背原有的情节，但由于是由珀涅罗珀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因此使主体转移到了她的的故
事上面。这种重写展示了叙事策略的改变。作家们不再是摹写现实，而是把纷纭变化着的现
实纳入到古老而恒定的神话系统中，从而完成了从转喻到隐喻的过程。这样既可以达到一种
重塑现实的目的，并赋予现实一种历史感，或者毋宁说，给古老的神话传说注入了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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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原本在《伊利亚
特》里作为次要角色的奥德修斯一跃而成为全书的
主要的人物——甚至是全书中唯一的主要人物。他
在回乡途中因为受到海神波塞冬的阻挠，经历了长
达十年的历险，从而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漂
泊或回归的主题。
而他的那位默默在家守侯的妻子珀涅罗珀，同
他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除了苦苦的等
待，还要面对众多求婚者无休止的纠缠。她的存
在，或许只是映衬着时间的漫长和男主角回归的艰
难，以及为他后来的复仇制造动机和借口。对这位
婚姻的牺牲者来说，书中最为精彩的描写是她与女
仆串通，把白天织成的花毯（织物）在夜晚悄悄拆
掉，来拖延对求婚者们的答复。而按罗兰 巴特的
说法，织物即文本 。织物和文本的相同点在于，
它们一方面实现了对时间的延宕，另一方面，织与
拆的过程也可以视为对故事的颠覆与重构。
在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
）

颇见才情的小说《珀涅罗珀记》（
）
中，这个在荷马史诗中受到忽视的女性形象被得以
重新塑造。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对古老神话的一次
颠覆与重构。这意味着阿特伍德重新拣起那条了几
乎被人们遗忘的珀涅罗珀的花毯，而在现代的织布
机上借用二十世纪的工艺来完成了这件似乎永远
也无法完成的作品。
关注神话并把神话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一直
为作家们情有独钟。但丁创作出他的不朽诗篇《神
曲》，弥尔顿写下了《失乐园》、《复乐园》和《力
士参孙》。在浪漫主义诗人那里，神话更是成为他
们创作灵感的源泉。然而无论但丁、弥尔顿，还是
浪漫主义作家，他们都是把神话看成文学的传统，
并借用神话的片断加以想象，从而构筑自己的作
品。以但丁为例，他在《地狱篇》中从荷马和维吉
尔史诗中人物游历冥界的描写中汲取了灵感，而在
叙述中，还大量运用了奥维德《变形记》中的神话。
当然，这只是对神话素材的运用，而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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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重写。重写神话是随着二十世纪初现代主

作为作品隐含着的结构因素，还是作为总体隐喻，

义文学的兴起才得以完成的，并以追寻现代性作为
主要特征。关于现代性，有着关于社会学和政治学

都不约而同地完成了这种对神话的重写。这些与以
往的借用神话的创作方法应该是大相径庭的。

方面的诸多解释，而对于文学，人们普遍认同波德
莱尔现代性在审美方面的观点 。简单说，现代性
意味着关注当下经验，与人们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

这种重写展示了叙事策略的改变。作家们不再
是摹写现实，而是把纷纭变化着的现实纳入到古老
而恒定的神话系统中，从而完成了从转喻到隐喻的

态紧密相关。而这种当下经验，与历史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在对神话的重写上，首先提到的应该是

过程。这样既可以达到一种重塑现实的目的，并赋
予现实一种历史感，或者毋宁说，给古老的神话传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在那

说注入了现代性。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吊诡：把现实

部同样以《奥德赛》中人物命名的宏篇巨制中，乔
伊斯不仅延续了史诗的漂泊主题，也借用了原著的

生活纳入古老神话的结构，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减
弱或丧失，恰恰相反，正是以期达到对现代性的寻

结构、形象和象征，甚至在一些章节完全遵循了史

求。从上面两篇作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二十

诗的情节和场景描写。乔伊斯的意图非常明显，是
要通过在神话结构中注入二十世纪的元素，将古老

世纪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处境借助神话结构，通
过参照、对比和映衬，被有效地得以凸显。

的传说和二十世纪现代人的生活加以平行对照和
映衬，其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正像艾略特指出
的那样：
在使用神话，构造当代与古代之间的一种连续
性并行结构的过程中，乔伊斯先生是在尝试一种新
的方法，而其他人必定也会随后进行的这种尝试。
他们不是模仿者，就像一个科学家利用爱因斯坦的
发现，从事自己独立、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样。它只
是一种控制方式，一种构造秩序的方式，一种赋予
庞大、无效、混乱的，即当代历史，以形状和意义
的方式。
艾略特指出这种尝试“其他人必定也会随后进
行”，真的是很有预见性。事实上，在他的长诗《荒
原》的创作中，就明显地受到了乔伊斯这类方法的
启示。诗人将渔王寻找圣杯的古老神话传说作为全
诗的总体隐喻，展示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和心灵上
的荒原。在作者的注释中，艾略特特别提到了这来
自魏士登女士的《从祭仪到神话》一书中有关圣杯
的传说，并得益于另一部重要的人类学著作《金
枝》 。作品中弥散的神话特征触目可见，光是从
长诗的第一章《死者葬仪》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
葬仪是神话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与神话密不可
分，这一点在弗雷泽的《金枝》中得到了很好的阐
明。艾略特还大量引用了《圣经》和《变形记》中
的神话来讽喻二十世纪的现实。
此外，卡夫卡的作品和托马斯 曼的《魔山》，
也被一些学者指出具有神话结构 。二十世纪的现
代主义以及后来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突
出特征就是叙事的改变。在一些作家那里，无论是

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神话的范围被扩大
了，手法也更加灵活多变。如巴塞尔姆的《白雪公
主》套用了同名童话的结构，罗布 格里耶和布托
尔代表的法国新小说，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因素，小
冯尼格的小说带有浓重的科幻色彩，罗伯特 库弗
除了借用童话，还把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与虚构的
情节加以拼贴，以造成一种似真还幻的效果。而海
勒的《上帝知道》，不仅把《圣经旧约》中大卫王
的故事重新加以演绎，还竟然在里面出现了科隆香
水、胭脂口红和空气清新剂这些现代的玩艺儿，还
煞有介事地品评起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弥尔顿的《力
士参孙》，甚至还谈论起中东战争和石油。这种有
意打破和混淆时空界限的做法更具有颠覆性，但仍
然是一种“重写”，把神话（历史）和现实被置于
同一个平面，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古代人的困境也
正是现代人所同样面临的。
上述的重写，确切说是一种改写，而阿特伍德
的“重写”无疑更加具有策略性。作为后现代作
家，她不仅有别于乔伊斯和艾略特这类现代派作
家，与其他后现代派作家也大相径庭。对于前者，
神话只是作为隐含结构若有若无，为作品划定边
界，并像命运一样笼罩着人物，暗中支配着他们的
行为；而在后者那里，现实和神话（或历史与想
象）被揉杂在一起，难分彼此，造成一种亦真亦幻
的效果。表面看上去，阿特伍德只是在原原本本地
讲述那个古老的神话，甚至把神话当做历史来考
证，言必有据，中规中矩，在人物关系和主要“事
件”上与《奥德赛》和罗伯特 格雷夫斯的希腊神
话没有任何出入，基本上符合“事实”——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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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中的事实。

情心）得以转化。此外，故事的主体也发生了偏

当然这只是一种障眼法。当我们细读这部作
品，就会发现，阿特伍德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对古

移。在《奥德赛》中，故事有着两条平行的线索，
一条是奥德修斯在海上的不同凡响的经历，这是故

老神话巧妙的颠覆，融入了现代女性的观念，并做

事的主体部分，另一条是珀涅罗珀在家机警地与求

出重新的阐释。这里面既有利奥塔提及的回到原初
的起点，也有用全新的思维对神话进行的审视。

婚者的周旋，这条线索只占了全书的很少一部分。
而在《珀涅罗珀记》里，这一情况得到了翻转，虽

“该轮到我编点故事了。
”在故事的开头作者这
样写。“我”是谁？无疑是珀涅罗珀，一个曾经受

然就整体上看并没有违背原有的情节，但由于是由
珀涅罗珀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因此使主体转移到了

到屈辱和折磨的女性，现在是一个死人，一个回顾

她的的故事上面。由于《奥德赛》中珀涅罗珀的故

往昔的叙述者。而对于死人（确切说是幽灵）来
说，是无所不知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所顾忌

事写得简略而概括，留有大量的空白，这种侧重点
的变化，为阿特伍德赢取了大量想象和创作空间，

的。这多少使我们想到了但丁在游历地狱时那些幽

使她真正能够得以“讲自己的故事”了。就像电影

灵对他讲述自己的过去的情景。“编点故事”带有
一点调侃的味道，不仅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也

《罗生门》所表现的一样，由于叙述主体的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完全相异。透过珀涅罗珀的视角，我

可以看做是对伪造过自己某些经历的丈夫的嘲讽：
关于那些事情，很多人相信他所讲述的版本是
真实的：引发或参与了几起谋杀，几位勾引男人的
美丽女子，几个独眼怪。甚至我也时不时地信了
他。我明白他狡黠得很，说谎成性。
虚构是故事的本质性特征，但我们在读一篇故
事时，总是假定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而谎言则是
虚构故事里的假定真实中的虚假成分。上面的话几
乎推翻了关于尤奥德修斯的全部神话，也表明了话
语权的回归——“所以我要讲自己的故事了。
”这
意味着经过千百年沉默之后，作为女性和次要角色
的珀涅罗珀终于等到了发言的机会，她开始由沉默
转为发言，从幕后走向前台。
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进行叙
事。第一人称的叙事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由不相关
的或次要的角色发言，另一类是从书中的主要人物
的视角出发。这里显然是后一种。
“叙述者的身份，
赋予文本以特征” ，由于说话人改变，故事的叙
述视角也会随之变化。使用第一人称，虽然在叙述
时会受到某种限定，但它可以更加深入地展示叙述
者的所思所感，以及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珀涅
罗珀是作为一个死去的人来讲述往事，这样她的叙
述就至少有了两个层面，一是她活着时的视点，另
一个视点则是在死后的冥界边，她一边叙述一边审
视以往的情形。由于叙述者的声音和视点完全统
一，我们即使不相信故事中的事件的“真实性”，
那么至少有理由相信这是叙述者的真实看法。这种
视角的改变，使女主角在叙事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可以进行申诉和辩护，也使得读者的关注点（和同

们看到了原来被我们忽视的一面，在这个原本类似
于楷模道具的人物的内心事实上充满了矛盾和痛
苦。由于这些普遍情感的出现，古老神话中的角色
与一位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对接。
这一举动无疑动摇了神话原有的基础，不仅颠
覆了奥德修斯的神话，甚至也颠覆了神话的本身。
我们知道，神话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神话从来
都不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二是神话从来都避免描
写人物更深层的心理活动。原因很简单，神话向来
以传奇性和英雄事迹来吸引读者，神和英雄在各个
方面远远优于常人，按照弗莱的说法，神话的主人
公在性质上比其他人优越，也比其他人环境优越 ，
如果使用了第一人称，或过多地涉及到神或英雄的
内心活动，就会拉近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神的优
越性就难以保持，不利于神或英雄的形象的塑造。
阿特伍德的这一做法，使古老神话褪去了它的神圣
性和经典性，回复到了平凡，从而衍化成为一个带
有现代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
由此我们得以看到了她忠贞温顺之外的另一
面，甚至是全然不同的、也许是更为真实的一面。
我们知道，忠贞温顺是《奥德修记》中刻意突出
的，也是后世读者对她的一贯印象。而在这本书
里，我们却可以看到她的孤独无助。也许因为是在
死后冥界的叙述，也许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珀
涅罗珀的“控诉”真正做到了哀而不怨。罗兰 巴
特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故事愈是以合乎规范、妙语连珠、不施狡
黠的方式，用恰到好处的口吻来讲述，便愈是易于
颠覆它，破坏它，翻转来阅读它。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

珀涅罗珀或阿特伍德正是自觉不自觉地做到

我们俩竟还能相信对方的片言只语，这真是奇迹。

了这一点。她用平静的、略带嘲讽的口吻讲述了她
的故事。由于不动声色，更加衬托出了男权社会的

或者说我们是这样告诉对方的。
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奥德修斯由一个神一样的

残酷。她似乎漫不经意地谈到在她出生时她的父

英雄沦为了说谎的骗子，而历来被“描画为一位堪
称楷模的妻子，以睿智和贞洁闻名” 的珀涅罗珀
也向我们揭示了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她既是受害

亲、斯巴达国王伊卡里俄斯曾下令把她扔进海里，
因为他听信了一位神使的话，认为珀涅罗珀将织出
他的寿衣 。丈夫和她结婚后，却想着海伦，在归
途中与其他女人鬼混。当面对求婚者的纠缠，儿子

者，却又不是那么无辜。至于后者是如何造成的，
我们自然心知肚明。

对她不是同情而是误解，甚至“对他最好的解决办

不止如此。作者还按照古希腊悲剧的传统，别

法就是我体面地死去，这样他不用受任何谴责”。
归来的丈夫也对她心怀猜忌，并残酷地杀死了她身

出心裁地穿插进了一个由女仆组成的合唱队。正如
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古希腊的悲剧中，合唱队是由

边的十二个女仆。

男人组成，而这次，成员却被置换成地位低下的、

作为一位女性，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也能
感到自己所蒙受的屈辱。这种处境像命运一样，是

同时又是受害者的十二个女仆。她们和女主角一
样，同样成为故事的讲述者，而她们的命运更为凄

她无力改变的。她不仅要继续忠于漂泊在外过着花
天酒地生活的丈夫，还面临着求婚者和儿子的双重
压力。父亲、丈夫和儿子虽然都是至亲骨肉，但他
们带给她的却是痛苦，恰好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
的压迫，尽管这种压迫有时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举
动。正是这些刻画，这使我们透过女性的眼光看到
了男权社会的残酷。
写到这里，我们恐怕就不难理解珀涅罗珀的
“睿智”了——这也许是本书中这一形象唯一得以
保留的品质。而所谓的睿智，实际上正是出于一种
生存需要。她是在用睿智在同各式男人们在周旋，
并保持着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尊严。在《奥德修记》
中，她对归来丈夫的考验，一直被视为她忠贞的表
现，而在阿特伍德的笔下，这只是珀涅罗珀为了避
免猜忌和更为悲惨下场所玩弄的一个小小的手腕。
在她的内心，充满了对丈夫的轻蔑和嘲蔑：
歌中说，我没有任何觉察，因为雅典娜使我分
了神。如果你相信这个，那么任何鬼话都可以相
信。事实上我背对着他俩偷偷地乐。
甚至对至高的神祗，她也表露出自己的不满：
神不愿让我饱受煎熬，得了吧。他们只会戏弄
人。我不过是一条流浪的狗，他们用石块砸我或是
点燃我的尾巴，不过是为了取乐。他们想味品的不
是动物的肥肉骨头，而是我的苦痛。
通过这些独白，使我们得以透视那个所谓的忠
贞温顺女人的真实内心。丈夫欺骗了她，她又反过
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两个——从我们供认的情况来看——都
是技艺高超而不知羞耻的骗子，且历来声誉卓著。

惨。然而，她们的讲述同她们的女主人有很大的出
入。她们不仅愤怒地谴责了暴虐地杀死她们的奥德
修斯（不单是嘲讽），也指出了珀涅罗珀的不贞：
你那出了名的织机据称正绕着细线，
其实你在床褥里与情人缠绵！
这无疑使叙述和事件出现了另一维度，也使得
女主角的某些说法变得可疑。尽管女主角在书中一
再辨称她没有失贞，但现在看来她可能并不是那么
无辜。事实上，这里阿特伍德沿袭了她的一贯特
色，在描写两性对立的同时，女性既被写成是悲剧
的牺牲品，同时也扮演了同谋的角色。
这可以视为又一种颠覆，当然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说是一种还原。因为据格雷夫斯的研究，当
时的一些神话中，是有着关于珀涅罗珀失贞的传说
的（在《后记》中，阿特伍德提到了关于珀涅罗珀
“可能做出的不贞行为”是以格雷夫斯的《希腊神
话》为依据 ）。当然，我们大可以把女仆们的这些
话看成是她们对当时流言蜚语的描绘和回应，但这
确实为奥德修斯在杀死可恶的求婚者后又吊死她
们作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回答了“是什么把
她们推向绞刑架”的问题，即这是一场“为了保全
名誉的杀戮”。 这意味着奥德修斯毕竟棋高一着，
他在欺骗妻子的同时，也清楚妻子在骗他，他反过
来又欺骗了妻子和世人，这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
于保全自己的名誉的考虑。和她早期的作品一样，
“婚姻被描写成是占有，是陷阱，甚至是消费。
”相
比之下，珀涅罗珀仍然处于弱势，仍然是受到屈辱
和损害的对象。这也是她不愿重回人世的原因：
世界仍然和我的时代一样凶险，只是悲惨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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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范围比以前更深广得多。而人性呢，还是一如

成了一次对神话的重写，使我们意识到既有的事件

既往的浮华。
这里，阿特伍德跳出了她既有的女性主义的立

会有不同的一面。她的实践，无疑为重写神话提供
了一个新的方式，是值得关注的。

场，把她的谴责和苦难推向了一个更大的范围，使
小说的意义向外层层扩散。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作者或许是要向
我们表明，真实是永远无法知晓的，谁具有了话语
权，谁就占据了于自己有利的地位。神话和历史一
样，“横看成岭侧成峰”，永远无法得出唯一的结
论。这或许是阿特伍德，也是很多作家的共同看
法。反过来说，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神话或重写神话
的魅力。
以上我们看到了阿特伍德对珀涅罗珀故事别
具匠心的处理，和所做的巧妙的颠覆。小说表面上
读起来简洁明快，但下面却暗潮汹涌，具有复杂的
语义性。这也显露出阿特伍德在神话学研究上的造
诣。她甚至通过十二这个数字（奥德修斯射穿十二
个斧柄，以及十二个女仆）来证明珀涅罗珀是一位
月亮女神的女祭司长，十二个女仆被奸污和吊死代
表了母系的月亮文化遭到了颠覆，被野蛮的男性社
会夺去了王权。
总之，通过重构珀涅罗珀的故事，阿特伍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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