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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著名剧作家卡瑞·丘吉尔的《九重天》中性别压迫不但体现在女性被扭曲的个体上, 甚至在克莱夫之子

爱德华艰难的性别角色寻求中。本文以剧中人物爱德华在两幕剧中孜孜不倦地寻求性别身份为线, 探讨剧作家丘吉

尔运用人物性别身份的颠倒、错位与拼贴, 以及重建母系神话等方式或行为, 从而说明人类社会性别属性的不确定

性。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读者认清当下非异性恋(包括同性恋)话语权的建构,以宽容姿态看待同性恋现象, 并以团结

友爱的精神为纲, 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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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是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世纪。文学

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阵营更是首当其冲。英国女

性主义剧作家卡瑞·丘吉尔的颠覆性作品《九重天》

就是一部打破男权统治,生动体现后现代解构思潮的

代表作。《九重天》由两幕构成。第一幕为英国维多利

亚时代的殖民者克莱夫一家在非洲; 而与此对立的第

二幕是基于第一幕的家庭或性别属性的完全颠覆,即

“当代”克莱夫一家聚集在伦敦公园里的场景(第二幕

的历史时间为位于第一幕的二十五年后)。两幕间鲜

明的对比不仅突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残酷压迫,更

凸显出性别角色的扮演与社会性别的形成。

一、少年爱德华的烦恼——挣扎于父权传统的

内在化与内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渴望中

爱德华是殖民官员克莱夫的独子,成长于维多利

亚时期的非洲殖民地, 饱受传统父权制的、西方中心

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熏陶。他企图遵守家长给他特

别列出的“性别”守则, 比如, “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

人”,而他却回应道“这一点是很难做到”。正是他的特

殊的性别属性给了他相承又相悖的性别立场。表面上

他是一个殖民者的儿子,是维多利亚女王崇高事业的

接班人,而内心深处他想成为一个“女性”。他挣扎着

的内心迫使他拼死寻求一个兼容并包的性别身份。自

此爱德华踏上了颠覆传统性别属性的征途, 放弃父权

文化的内在化,追寻母系传统, 最终进入了那没有性

别属性规定的“混乱社会”, 实现对现有的二元对立

( binary opposition)式性别身份的解构。

第一幕中克莱夫为爱德华设计了一整套的“有助

于成长”的练习,要将他塑造为“未来大不列颠的接班

人”。爱德华必须做功课,练习骑射而并非去玩女孩子

的布娃娃。爱德华也确实“遵命”了,做那些应该做的,

避讳那些不该做的。即使是做不到完全地遵从, 他也

只是偷偷地玩妹妹的玩具。在这些“男孩守则”中,男

人是特权阶级,享有女性不可企及的话语权。这个理

性逻辑中,女性是无能的,无力的,又是充满罪恶与危

险的,正如非洲被形容为“黑暗大陆”。而男人有责任

告诉女人, 她们是虚弱的、脆弱的,需要男人的保护。

女人的角色就是“扮演受伤的妻子”, “房间里的天

使”,要对外界一无所知,无才、无知便是德。女人的性

别角色是依照父权的传统早就规定好的。现实世界的

女人也只仅仅是那个“女性”性别身份的扮演者。女人

就是这样的,不该有例外发生,否则就被视为另类,而

这“柔弱”的女性,一旦进入这个魔圈, 就无力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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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爱德华偷玩妹妹的玩具被发现之后那一番辩白

就确实反映出他的内在化的男权思想与自身渴求颠

覆传统之间的争锋。

克莱夫: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贝蒂:是维多利亚的娃娃。爱德华,你拿它做

什么?

爱德华: 我在替妹妹照看它。

贝蒂: 快点让我把它交给艾伦, 你一定不想

让爸爸看到你在玩娃娃。

克莱夫: 慢着,爱德华, 我们以前看到过你拿

着那个娃娃。

艾伦:他那是替维姬照看娃娃呢,不是自己要

玩的。

贝蒂:是的,克莱夫。他不是自己玩,只是是

替维姬照看一会。

克莱夫: 艾伦负责照顾维多利亚, 这个娃娃

也就归她管。

……

爱德华: 不要那样揪着它,维姬可喜欢它了。

她很高兴让我拿着它。

贝蒂:他可是个好哥哥啊。

克莱夫: 好了,这么细心照顾妹妹,不愧是我

家的男人。[ 1] ( p12- 13)

“照看它”只是一个为逃避家长克莱夫的责骂与

质疑的说辞。特别在类似事件曾经被父亲抓到过之

后,只有这样的说辞才能说服那个暴君式的父亲。就

连母亲贝蒂和侍女艾伦也意识到这个说辞的重要性。

此外她们还为爱德华编出另一个理由, “他那是替维

姬照看娃娃”。这些女性在完全丧失言论自由后,便只

能充当男权思想的执法者, 为那个至高无上的超级理

性的命令完全左右;此时她们的任务是做好自己性别

角色内的“本分”。然而家里还有一个比他们更加“失

语”和“沉默”的女性——小女儿维多利亚。爱德华为

了自救, 母亲贝蒂与保姆艾伦为免遭指控“监护不

力”,此时沉默的维多利亚就成了众人的替罪羔羊。如

此,爱德华不仅免遭父亲的拷问还大受赞赏。由于照

顾这个小妹妹, 照顾她的娃娃,他就荣升家中“男人”

了。这一场景中父亲克莱夫的至高权威是不能动摇

的,妻儿与仆人凭自己“父权制”的“知识”深知只有这

样才能保全自己免受问责。因为爱德华一旦被发现如

此女气,他的母亲和仆人作为监护人与执法者罪责难

逃。她们负责监督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即男孩成长为

男人 女孩成长为女人 上文对白中的两个孩子所要

遵守的游戏规则充分体现了性别社会化的过程。男孩

子是在“行动”——照顾妹妹, 而女孩子不用任何语

言, 只要被照顾就足够证明她的性别属性。贝蒂与艾

伦作为男权意识的监督者,在偏袒爱德华时利用的也

正是小女儿维姬的“去势”。以牺牲女性权益为根本,

这个自我欺瞒的男权家长制才得以继续运行, “女王

和她的大不列颠共和国”的利益才得以保存。

在白人小男孩爱德华的性别属性的确立的过程

中又可看出他与其他角色相比是独特的。他虽然不时

的展示自己女性化的特质,但是在他身上也体现了父

权传统不断内在化。有如下对话为证:

爱德华:妈妈,你别玩了。你知道你抓不到球的。

贝蒂:他说的很对, 我连怎样投球也不会。

爱德华:艾伦, 你也别玩了。你玩不了, 别搞

砸了我们的游戏。

贝蒂:艾伦到我这来,和我坐一块吧。我们来

当观众,给他们鼓掌。[ 1] ( p25)

爱德华的一番话体现了男性性别压迫及压迫方

式。男性贬低女性的价值是通过不间断地暗示她们的

无能力与无资格同男性站在同一舞台上表演来实现

的。他们的话语逻辑是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式的、男

性为根本中心的文化的表现。他们说“你们根本做不

了男人的活”; 唯一合适女性的工作是作为“房间里的

天使”时刻寻求男性家长的庇护。而有“自知之明”的

女性就不得不说“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成”。她们被边

缘化至远离舞台的黑暗中,只有充当为男性喝彩的观

众的份。男权社会是男性的世界,他们永远是舞台夺

目的中心,并一再自我加冕为“救世主”。正如圣经中

所说, 女人只是取自男人的“一根肋骨”,男权文化中

女性是天生“残疾”。这些均为父权文化机制的“核心

价值”,是几千年男权文化的积垢所在。

二、作为女性代言人的爱德华

戏剧《九重天》是通过独特的换装 ( cross -

cast ing)手法和爱德华话语来体现他挣扎于对女性角

色的渴望和父权传统的不断内在化之间。他的话语逻

辑让我们深信他是一个男孩,而他的角色由女性扮演

这一点又使得他的性别角色定位充满不确定性。爱德

华由于对女性角色的渴望导致其角色的变更——同

性恋,并且成了女性反抗男性的代言人。他私底下和

哈利的一段对话看看出他懂得处于男权统治下女性

的心理:

爱德华:等等。我有东西给你。妈妈把它收

在盒子里, 从来不戴。(爱德华递给哈利一条项

链 )你没必要戴它 但我猜你会喜欢它的
[ 1] ( p33)

项链 代表着女性特质,而 收在盒子里 的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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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暗示贝蒂藏起了自己的“女性”锋芒。同时“盒子”

又是性别二元对立中女性的象征,正如匕首象征男性

一样。第一幕中贝蒂“韬光养晦”,将自己置于传统女

性类别之中; 而在截然相反的第二幕中,她戴上了这

串项链。[ 1] ( p72)虽然她口口声声“美丽会带给你不小的

痛苦”, [ 1] ( p71)但她还是走出了展示美丽的第一步。拥

有工作的贝蒂甚至打算和克莱夫离婚。此时的她再也

不将其女性的自我流放到“黑暗的大陆”,也不用蜷缩

在传统女性的“黑匣子”里。她的女性特质完全释放

了,并且光芒万丈,再也没有盒子能装下。

当遭受性别压抑的贝蒂避讳自己美丽的时候,爱

德华勇敢的说出了这个秘密。他是一个少年,一方面

必须在家长克莱夫和他的监督机构的管理下吸收父

权文化的逻辑并坚持执行。这完全是由他的超我

( super ego)部分中的“男性”性别定位所管辖的。而他

的本我( id)在父母、家庭教师等监督机构的不在场时

完全释放。父权文化的“超我”约束力就失效了,他不

再是维多利亚时代父权文化事业的接班人。爱德华的

女性意识在强大父权传统的压迫下逐渐成长并开始

爆发。他多次呐喊“我恨父亲!”最终, 根植于内心的俄

狄浦斯情结以极端暴力的方式爆发了。在本我( id)完

全释放的梦境中, 为了自我保护他疯狂屠杀鳄鱼。

爱德华: 我不介意失眠,因为我幻想着去探

险。一次我梦到我们撑筏沿河漂流。后来为了击

退鳄鱼, 浆也丢了。眼看一头鳄鱼扑来,我挥起匕

首乱砍, 到处都是飞溅的血……我拿起匕首刺向

它的咽喉,划开它的肚皮……我痛的快要晕过去

了。我们就抱在一起躺在那里。[ 1] ( p32- 33)

剧作家丘吉尔使用“鳄鱼”一词具多重意义。首

先,鳄鱼是非洲大陆上特有的凶残的食肉动物, 有史

以来一直是水中的霸王。剧作家用它指代父权制家长

形象, 吃人(妇女和小孩)的欧洲殖民主义者, 男性中

心主义者等完全符合文化逻辑。而文中使用的刀具也

同样是菲勒斯( phallus)文化的标志物。其次,“鳄鱼”

意象在戏剧中具有反讽意义。正如本场中所反映的杀

戮——男孩与男人之间的, 或预示这种父权文化是自

我毁灭式的, 这个衰落的压迫性的文化传统已经病入

膏肓, 其走向灭亡是必然的;最好的毁灭方式——解

构思维,是进入它的文化逻辑,找出致命所在,以印证

它消亡的必然性。

三、参与重建母系神话的“女同性恋者”爱德华

“鳄鱼”意象对于为同性恋“正名”者来说意义重

大 鳄鱼的重要生物学特征——“鳄鱼的胚胎没有性

染色体,即它的性别不是由基因决定 。 这个 鳄鱼

的话语建构暗含着作者的一番苦心, 即性别属性

( gender)是社会化的,即非自然的, 而非天生的。这是

对传统性别建构的巨大震撼——性别建构的“非自然

属性化”,是对抗陈腐的性别属性化的彻底解构。“性

别倾向是后天形成, 性别特征是社会建构的产

物”。[ 3] ( p716)它的性别不确定性提示我们另一种社会

性别观的存在——从柏拉图时代以来很长时期内人

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包容性。“《性史》首先点出了一个

世人皆知却久已淡忘的事实: 同性恋源远流长,是人

类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不是现代人类学家、精神

病学家、法律专家所称的‘异端’或‘变态’⋯⋯最能说

明这一点的是古希腊的同性恋现象”。[ 3] ( p710- 711)

《九重天》第二幕中众多角色通过古老仪式召唤

女神的回归。爱德华就是三个组织者之一。在夏夜公

园里,他们手挽手, 成三角形围坐在一起。而在众多神

话体系中倒三角形是一种女性符号。女神复活仪式中

爱德华的性别定位就已经脱离男性角色的定位而摇

摆于女性或女同性恋者之间。前一场景中, 爱德华先

是在男友杰瑞面前“装作受伤的妻子”,而在杰瑞离开

之后,牵着妹妹维多利亚的手,他重复着“我是女同性

恋, 我喜欢女人, 我讨厌男人。”“女同性恋”的定位保

证他进入这个复活仪式,又以不同于琳和维多利亚的

视觉角度来抒发对女神的顶礼膜拜。此时他是超越任

何性别定位,否定单一性别定义的。从始至终,他的性

别角色的游离继续着,直至这个仪式中,完全打破性

别界限, 突破性别定义而成为双性恋者以及“女王”的

宦官。美国批评家 Case 与 Forte 也对此予以肯定,

“《九重天》在揭露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化

的性别定位之间的关系后,交替地展示了由不同的性

别定位和实践构建的世界”。[ 4] (p 62- 65)

再看这一仪式中,维多利亚吟唱的仪式开幕词

——“拥有众多名称的, 最最古老的女神啊, 行走在混

乱的世界中,却创造了生命。听啊,我们正召唤您从耶

稣尚未出现,男人还未鄙弃您并烧毁您的神庙的久远

的时代来到我们身边。请您赐予我们本来的面目,或

尚未拥有的历史, 让我们期盼以久的愿望得以实

现”。[ 1] ( p94)这个仪式来自于古埃及古希腊的普遍性的

女神崇拜。而他们通过纵酒狂欢( or gy )从而进入仪式

所要求的“混乱”时刻,迎接女神的现身。维多利亚还

提及古老的母系社会中“没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财产也是通过母亲传承的”。[ 1 ] (p 96)丘吉尔利用原始的

女神崇拜仪式来复活现代人的性别观; 从狂欢的“酒

神”崇拜中寻求“救赎”恢复女性传统 从而实现对现

实世界中等级化、被中心化或边缘化的性别结构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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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四、结语

邱吉尔的戏剧《九重天》中爱德华的身份是一个

欧洲殖民者的儿子,是维多利亚女王崇高事业的接班

人,而内心深处他想成为一个“女性”。他寻求性别定

位或性别属性的戏剧性的经历足以说明现代社会中

父权制下的社会性别属性正经历着彻底的变革,即

“打破性属差异原有的准则,但与此同时,也将身份本

身的问题性引向复数性和不可预测之中”。[ 5] ( p723)爱

德华踏上了颠覆传统性别属性的征途,放弃父权文化

的内在化, 追寻母系传统, 实现对现有的二元对立

( binary oppo sit io n)式的压迫性性别身份的解构。邱

吉尔的《九重天》帮助读者认清了性别社会化的过程,

了解到性别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如此一

来,对于减少社会性别歧视或对同性恋的歧视, 以及

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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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ender Uncertainty in Caryl Churchill’s Cloud Nine

Ding J ingzhi

( College o f For 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Gender r epression in Brit ish feminist ic playw right Cary l Churchil l’s Cloud Nine is no t

only represented in the female characters’searching for sexual ident ity , but also in one o f the main

character—British boy Edw ard’s constant pursuit of gender roles, w hich also bespeaks gender

uncertainty in the post- modern era. T his essay is focused on the ver y pr ocess of gender pursuit , in

analy zing the character’s gender being subverted, de- centered and collag ed, as w ell as built

thr ough the matriarchal my tholo gy . Af ter the analysis, the uncertainty of gender o ccurs to our

readers, and w ill benef it the gender situation in China in terming of impo sing tolerance tow ard

dif ferent gender ro les.

Key words : gender ; g ender role; pat riarchal; deconstr uction

·61·　第 2期　　　　　　　丁敬芝:论卡瑞·丘吉尔的《九重天》中性别属性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