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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莱希特戏剧中的人性异化
以戏剧 伽利略传 为例

y

白英丽
(喀什师范学院 人文系,新疆 喀什 844007)

摘 要:布莱希特是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戏剧家之一,他对人物形象的辩证法塑造,使其笔下的

戏剧人物充满了丰富性和立体性,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人性异化的主题。其戏剧 伽利略传 中的主人公伽利略

被称为 英雄的懦夫 ,他的沉沦与堕落既有其自身的复杂原因又有外部的社会因素。正是内因和外因、自我和

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伽利略的人格裂变, 因而罪责在于社会而非人。布莱希特又把这一异化现象与时代

背景和社会政治内容相融合,从而体现出异化的时代感与社会性,达到教育观众、改造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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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作为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戏剧家之一,他

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始终坚持戏剧变革世界的目的

并不在于戏剧的革命主题,而在于对戏剧生产的内

在机制进行变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时

间的戏剧实践和理论研究,他创造了一套与欧洲亚

里士多德戏剧完全对立的全新戏剧体系 叙事

剧及其理论,因而被称为 非亚里士多德戏剧 。布

莱希特戏剧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基本出发点是:戏

剧要表现不断变化着的生活, 要广泛地表现贯穿着

社会内容的事件, 并激发观众的主动积极性, 去认

识和改造这个世界。但布莱希特并不是一位政治

教育家,其戏剧实践也并非纯粹的政治说教, 特别

是他对人物形象的辩证法塑造,使其笔下的戏剧人

物充满了丰富性和立体性,这些复杂矛盾的人物形

象反映出剧作家对社会对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辨证眼光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

人性异化的主题。

如果说他的全部创作以陌生化手法和辨证地

反映生活的艺术追求,使人苦苦思索着社会人生哲

理,那么,我们从其人物塑造的独特方式和深刻内

蕴上可以体会出,这种 陌生化 和 辩证法 已超越

了单纯的艺术形式和技巧,而与社会进行改造的特

定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 陌生化 是对被资本主

义 异化 文明掩盖下的本然生活的一种挖掘手段,

而布莱希特则用辨证的思想、异样的眼光去认识和

揭示了被资本主义所异化的世界。本文主要通过

对其戏剧 伽利略传 中的主人公伽利略人性异化

的考察, 分析他由一位倡导科学的英雄沦为科学的

罪人的主客观原因,从而揭示出布莱希特戏剧中深

刻的哲理内涵及其教育意义。

伽利略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代表人物, 一位时代巨人, 作者并没有按照传说的

理想型的英雄形象去塑造他,而是从这个历史人物

身上挖掘出特定历史条件下复杂矛盾的人格内涵。

布莱希特曾经解释说 这部作品要表现出社会如何

向个人榨取社会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东西,是研究

欲 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几乎同性欲一

样有吸引力和控制力)把伽利略引向这个危险的领

域,并使他陷入一种痛苦的冲突中,即他的研究工

作同他要求有其他享受之间的冲突。
[ 1] 342
作者首

先从人性出发,展示了伽利略身上那种追求物质享

乐的自我意识与倡导科学真理的理性意识的矛盾

对立。按照人的本能学说,自我是一种求生存的欲

望冲动,它的基本要求是获取食物以求生存, 发展

自身以求美好的生活, 战胜他物以求延续生命,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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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追求个人快乐或幸福是人的本性。但人性中有

一个强大的欲望, 即人类的社会情感, 这种社会情

感使个人需要同人类成为一体,而且这种欲望随人

类文化的进步而不断加强。所以作为单个的人,常

常处在本能与理性、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夹

缝之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常常出现矛盾和冲

突,这就需要人的理性和责任之心来加以调节。剧

中的伽利略始终处在自我本能与理性意识的矛盾

斗争中,当其理性意识占主导地位时, 他身上那种

人文主义的战斗精神就凸现出来, 因而他可以不畏

鼠疫而坚持研究,不惧怕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奔向

佛罗伦萨; 而当其自我享乐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时,

他利用科学知识换取物质利益,用卑劣欺骗的手段

骗取金钱,甚至迫于压力而保持沉默放弃学说。作

为理性的伽利略认为只有科学能改变人的本性,为

此必须进行斗争, 只有我们胜利, 才有真理的胜

利;理智的胜利只能是有理智的人的胜利 ;
[ 2]
而他

追求物质享受的自我意识又使他动摇不定,所以他

说: 如果我准备沉默,毫无疑问一定出于卑劣低下

的动机:贪图舒适生活, 害怕遭到迫害等等。
[ 1] 78 79

他的这种物质享乐的自我意识与追求科学真理的

理性精神矛盾地统一着, 他一面沉浸在新时代科学

真理的欢乐中, 一面又津津有味地感受着肉体上的

舒适享受, 把肉体上的舒适变成了精神上的活动,

因而,他始终要求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完美结合。但

在那个愚昧腐朽的时代, 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完美统

一是不可能实现的, 舒适的物质生活和自由的精神

创造只能两者择一, 这就使得一直处于本能与理性

斗争中的伽利略动摇不定而又良心不安,因而使其

人格结构也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内涵: 他性格的积

极方面使他面向未来,精神昂扬,接近人民,发现真

理, 否定上帝的存在, 废除天堂, 向神学和权威挑

战,登上那个时代的顶峰;他性格的消极方面,使他

平庸低下, 畏缩不前, 脱离人民,否定真理, 向教廷

和宗教屈服, 保存个人, 跌落到那个时代的深渊。

最终, 他的自我求生存的意志占据主导地位, 于是

他迫于宗教法庭的压力而放弃学说,从而解决了他

与社会的矛盾, 而他的人性却发生了更大的变异。

背叛科学真理的罪行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罪人,导

致了他的人性异化, 使其由人而成为非人。放弃学

说的伽利略变得悲观厌世,悍戾而玩世不恭。他失

去了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和面向未来的积极思想,

他嘲弄社会,嘲弄宗教, 嘲弄自己,嘲弄女儿, 他仍

旧好吃好喝,却只剩下纯粹感官的享受, 而科学已

经变成一种会危及他仅剩一点舒适的恶习, 他秘

密地干着,也许还深感内疚 。在戏剧中作者充分

展示了伽利略身上这种科学追求与享乐本能的矛

盾对立,因而伽利略的人性异化、他的沉沦与堕落

有着其自身的复杂原因。

人的存在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 人

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3]
。

伽利略之所以成为英雄, 之所以又变成罪人, 并不

仅仅决定于其个人因素,而是有着深刻的外在社会

原因。正如布莱希特所说 伽利略不应是一个犯了

所有罪的人, 有罪的是把生产变成一种罪行的社

会 。戏剧正是从这一点上有力突出了伽利略人性

异化的社会根源。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

是劳动的异化,人的劳动异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

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并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让

给了购买这种劳动产品的人。他认为劳动在私有

制条件下, 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 而是为

了得到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它只是 自我损失 和

无权的表现 , 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

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外化、异化
[ 4]
。布莱希特对

这种 异化劳动 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说: 今天

的人类面对他们自己的事业,就像古代人面临不可

估量的巨大灾殃一样。
[ 5]
他毫不掩饰他对马克思

的异化劳动思想所具有的巨大威力的推崇,因而他

认为 科学时代的戏剧 首先应当关注的是 社会的

变革 ,为消除异化劳动所带来的巨大灾殃服务, 关

注科学时代人的命运、人的被异化劳动所扭曲的肉

体和精神的状态。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社会性本质正在于劳

动, 在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在这样的一种

活动中,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中,

人确证了作为人的存在。然而,在这部戏剧中劳动

作为表现人的本质, 确证人的存在的方式, 从一开

始就已陷入了一种困难境地。为了科学研究,为了

筹集资金,伽利略不得不去应付那些虽笨但有钱的

学生,比如代表封建贵族的卢多维科,而不能教育

富有才华和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安德烈;商人

们虽然保证伽利略有研究的自由,但是他们只为那

些能赚钱的东西付钱;伽利略没有资金从事科学研

究而只能私人授课,但进行私人授课却没有时间从

事研究; 教授数学的伽利略的增加薪俸的要求也遭

到大学学监的拒绝,原因是数学是一门赚不了钱的

玩意。在大学学监为代表的上层人物看来科学研

究也应该参与自由贸易,因为 只有能带来斯库多

的东西才有斯库多的价值。您要钱,得拿出点别的

东西,您出卖的知识给买他的人带来多少收入,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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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要求得到这么多钱
[ 1] 18
并认为伽利略

的不幸正在于他所研究的科学。现实社会的冷酷

使伽利略充分认识到既想生存又想坚持科学研究

是一种无法统一的矛盾, 正如他所说: 公牛干着重

活, 你们却把它的嘴捆绑起来, 不让他吃草

料。
[ 1] 20
在这个腐朽的时代科学只能在皮鞭下呻

吟。正因为他对现实的深刻洞察, 为了生存和研究

的需要最终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卑鄙欺骗的手段把

荷兰制造的望远镜作为商品出售给商人,并不得不

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威尼斯而去佛罗伦萨谋求高薪

职位。在布莱希特看来科学对伽利略来说已经成

为为所有人挤奶的一头奶牛, 当然也为他挤奶。

人民需要科学而统治者却控制了科学,如伽利

略所说: 他们从我手里夺过望远镜,把他对准折磨

他们的人。这些自私残暴的家伙用科学成果贪婪

地牟取私利,同时又感到科学的冷眼正盯着上千的

人为的悲惨景象,显而易见,只有清除这些家伙,苦

难才有尽头。他们对我威胁利诱,软硬兼施, 使意

志薄弱的人无法抵挡。
[ 1] 128
统治者不能用 圣经

征服伽利略,但他们能用权势扼杀真理。因此宗教

法庭不许他公开宣传哥白尼学说, 他沉默了八年;

宗教裁判所用酷刑威逼他,他选择了放弃学说。伽

利略由于自我的生存本能和当权者的威压而拱手

把科学献给了统治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

定用或不用或滥用。他所生活的社会要求他为科

学付出生命或丧失人格的代价,在这种社会里研究

科学发现真理的贡献却变成了一种罪行。正如马

克思所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

自己的反面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

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来愈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

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

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

果是物质具有理智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成为愚钝的

物质力量。
[ 6]

人的劳动异化是异化的社会方面, 由此可见伽

利略的人性异化既有其潜在的内因也有其显在的

外因, 在此起决定性的不仅仅是人自身的本能机

制,同时还有外部社会的作用。正是内因和外因、

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伽利略的人格

裂变,因而布莱希特所展示的人性异化并不是抽象

意义上的精神异化, 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从而作家

将自己的笔触从人性的本能深入到对社会本质的

揭示。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人并不缺乏良心,但

又不能按照善良的愿望去自由生活和创造,只能按

照社会的罪恶机制和市侩原则去生活的现实图景,

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荒诞与罪恶。 我愿意像改造

自然一样努力改造人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新

的方法来表现社会是能够改变人的。这是布莱希

特始终遵循的观点,他的剧作中的诸多人物都是被

社会所扭曲和异化了的,如潘第拉、大胆妈妈 、沈

德、伽利略等等。人一开始是有良心和人道倾向

的,但冷酷丑恶的现实却使人的自由追求难以实

现, 使人性堕落和异化, 因而罪责在于社会而非人。

最后, 从写作背景来看, 伽利略传 是布莱希

特于 1938 年 11 月在丹麦流亡期间用三个星期的

时间写成的,当时正值二战前夕,法西斯的阴影笼

罩着欧洲大陆,新的科学成果是用来造福人类还是

给人类带来灾难, 这是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它成了启发布莱希特创作 伽利略传 的一个时代

因素。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和随即出现的美

国一些科学家放弃高薪的原子实验室工作,更促使

了布莱希特对初稿作了较大的改动。他在演出本

的最后一场加进了伽利略承认是出于害怕而放弃

学说的一场戏,这一改变突出了布莱希特竭力要表

现的思想,就是 资本家把科学在科学家的意识里

孤立起来, 他们把科学看作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孤

岛, 其目的是要把科学同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意

识交融在一起
[ 7]
。从而作家又把这一异化现象与

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内容相融合,体现出异化的时

代感与社会性,并通过伽利略的自我剖析批判了为

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指出: 科学的唯一目的在于减

轻人类生存的艰辛,倘若科学家摄于自私的当权派

的淫威,满足于为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有可能被

弄成畸形儿。
[ 1] 129
即要求科学家应对其研究的成

果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并且要有勇气反对滥用其成

果。伽利略的自我分析这一间离效果的运用进一

步说明这部戏剧并不在于塑造一位引起观众同情

和崇拜的英雄,而在于通过伽利略的人性异化激发

观众对现实的思考和行动,从而达到教育观众、改

造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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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第 333 页)今天倍

受人们关注的道德重建,就不单是 个人的道德 重建, 而更

是体现并保障 社会的正义 的制度的重建, 加强权利制衡,

实现有效监督,确保公民权益, 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青少年的道德生活世界不单是涉猎家庭、学校, 也包括

整个社会,而且, 对他们实施传统伦理教育决非单向的传授

和培养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改善和创造相应的社会道德

环境。

3. 必须要重建道德信仰。

虽然近二十年我国道德建设的实践操作取得了巨大进

步,道德体系日趋完善, 但失去信仰的道德, 即使在体系上、

规范上设计得再完美,也只能犹如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供人

欣赏、供人玩味, 宛如一些乡里还竖立的贞洁牌坊一样, 只

记录和传达了失去的规范和原则, 于今只有文物的价值。

这种无信仰的道德,不能变为人内在的组成部分, 化作人本

质的力量,将其放入博物馆才更合适。也就是说, 道德失衡

不在于德之不善、德之不好, 而在于德之不信。

首先,道德危机实质上是随道德建设的失误和社会信

用的沦落引发的道德信仰危机, 它使人们不再信任道德的

有效性、可靠性, 失去了道德责任感,失去了善的追求。

其次 ,在现代社会,由于同一时空多元文化的冲击, 使

道德观念既受到来自本土文化中的传统伦理性文化、政治

性文化、市场化的文化影响, 又受到来自西方文化中的现代

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多元化的构架 ,使

现代人对道德的信仰也充满了矛盾和冲撞, 人们无所适从,

特别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虚无论更是消解着人们对道德

的信仰, 而事实是只有在对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信仰中,

本体才能不断地提升,才能超越道德规范的外在性, 最终实

现道德的自觉。当我们发觉到现代化的社会出现价值矛盾

的时候, 我们同时感到,这些矛盾的存在为价值教育的进行

带来了不少困难。例如: 在一个强调竞争和以自我为中心

的社会里, 要教导友爱自然显得困难, 竞争的基本精神是有

成就, 可是,在任何竞赛中,能够冒尖的永远是少数人, 社会

不断制造大批的失败者。要对一群拥有失败者心态的学生

进行博爱的价值教育,并非一件易事, 德育往往变得无所适

从。也许我们应鼓励学生建立自己的 价值轴心 , 籍以衡

量不断涌现的新的价值观念。在万变的社会里, 似乎有些

价值观念是不变的被肯定的, 例如仁爱、诚实、正义、正直、

和平及人的尊严等。如果我们能在万变的社会里肯定一些

不变的价值观念,则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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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uman Nature Alienation in Bertolt Brecht s Drama
Taking the drama Galileo s Biography as the example

BAI Ying li

( Humanities Department , Kashgar Teachers College, Kashgar 844007, China)

Abstract: Brech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amat ist of 20th century. He described many stereoscopic char

acters by dialect ics in his dramas, and it emdodys the theme of human nature alienat ion. The leading character

- Galileo in the drama of Galileo s Biog raphy is called heroic cow ard . Galileo has a list less and depraved

at titude tow ards life, not only because of himself but also social reasons, and soci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

son. Brecht considered this phenomenon of human nature alienat ion related with his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social polit ics, w hich embodies alienat ion theme of t imes and sociality, enlightens audience to think and act

through Galileo s human nature alienat ion, and educate them to change society.

Key words: Brecht ; Galileo; Human nature alienat ion; Labour alien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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