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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贞德是欧洲基督教中重要的文学典型, 很多作家以她的生平史迹进行文学创作。但由于各个作

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 阐释的方式不同, 创作的角度不同, 他们笔下的贞德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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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eanne d 'Arc 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image in European Christianity. Many writers wrote about her life story.

Different writers of different ages with different ways of interpretation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gave birth to various Jeanne

d 'Arc in thei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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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德 ( 1412- 1431) 这位来自法国孚日乡村的

农家姑娘如今已被公认为法兰西的民族女英雄, 被

法国人供奉在先贤祠里, 但在过去五百多年里, 她

的形象却一直变幻不定, 声誉几经起伏。究其原

因, 主要是因为贞德生活在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代, 连年战争、黑死病的肆虐以及宗教裁判所的管

制让人民的判断力减弱, 思维迟钝, 人们对她究竟

是女英雄抑或女巫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只能听从封

建领主或教会的意见, 人云亦云; 而另一个原因,

则是因为贞德的故事本身太离奇, 传奇色彩太浓而

让人无法相信。她那狂热的宗教信仰让人将信将

疑, 她那英勇的功绩又与她那十八九岁大字不识的

农家姑娘身份差距太大。都使得贞德蒙上了一层神

秘的面纱, 而面纱后的面孔, 在种种传说中变幻莫

测, 贞德也就成为基督教历史中最神秘的人物。

正是这种历史的迷雾和传说的虚幻, 激起了众

多文人对贞德故事的兴趣。五百多年来, 贞德作为

欧洲基督教中重要的文学典型, 在无数作家的笔下

出现。这些作家根据贞德的题材, 用诗歌、小说、

戏剧等种种不同的体裁进行创作。然而, 对历史的

不同阐释和不同的艺术创作手法, 使得这些作家所

创作的贞德形象各异。她到底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自信听到了上帝的召唤, 相信可以凭宗教热情拯救

法兰西呢? 还是只是一位农家姑娘, 具有非凡的勇

气和男人般的力气, 带领士兵击退了英军? 抑或是

女巫?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文学家们对此各有主

见, 描绘了不同的贞德形象。

总而言之, 文学家笔下的贞德形象可以以 18

世纪末 19世纪初为界限划分成两大类。在 19世纪

之前, 贞德鲜为人知, 即使出现在作家笔下, 也或

多或少被人误解, 其形象是非主要非正面的, 人们

对她的评价也是不全面、不确切甚至是不公正的。

法国女文学家克里斯蒂娜 德 比赞 ( Christine

de Pisan 1365- 1430) 的诗歌 贞德 以及其后贝

尔斯瓦尔 德 卡涅 ( Percerval de Cagny) 的 编年

史 大概是最早提到贞德的作品了。但克里斯蒂娜

的诗歌侧重的是对百年战争时人们心态的纪实描



绘, 而卡涅的 编年史 中只有寥寥数语提到了贞

德; 而就在那简略的勾勒中, 贞德被刻画成一个具

有超自然能力的人, 其行为带着圣徒行传的色彩,

使得其人其事没有一点真实可信之处。其后 1450

年以法兰西国王名义出版的传记, (即约翰 沙蒂耶

的 法王查理七世年史 ) , 承认贞德在解救奥尔

良、攻克卢瓦河广场和查理七世加冕中立下了功

勋, 但这一书中并没有否认宗教裁判庭认为她是异

端分子的审判结果。世俗的功勋与宗教的异端, 这

就是之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对贞德两相矛盾的看法。

而且此后人们对贞德的记忆都是和法王查理七世联

系在一起的。人们只有在纪念查理七世及其助手的

时候才会连带地提及这位奥尔良姑娘。如果贞德的

生平不是紧密地和王权联系在一起, 如果王室没有

肯定贞德在百年战争中的功勋, 恐怕贞德早就被宗

教裁判庭的大火给烧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在其后的两三个世纪里, 文学家们对贞德基本

上就是持这种观点。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

历史剧 亨利六世 中就把贞德说成是一个有驱神

弄鬼能力的巫婆。这位大文豪在剧中哀悼英国一步

步丧失在欧洲大陆的领地。显然的, 这一过程, 也

有贞德的一份 功劳 。贞德在剧中不是主要人物,

然而就在几次仅有的出场中, 贞德都被英国人称作

女巫 。在莎士比亚的笔下, 贞德成了一个六亲不

认, 为逃避死刑而假称与某个男人有了身孕的无耻

荡妇。毋庸讳言, 莎士比亚褒英贬法的意图是很明

显的。描写贞德的 巫术 , 正是为了衬托英军将

领塔尔博的英勇善战。莎士比亚沿袭了把贞德当作

宗教异端的看法, 这和他英国人的身份不无关系。

毕竟, 当初就是英国人勾结了教会把贞德送上火刑

架的。

这一时期, 贞德的同胞也未给贞德以太多的重

视。法国诗人夏普仑 ( Chapelain) 1656 年发表的长

篇史诗 姑娘 , 又称 被解放的法兰西 , 曾相当

有名。不过, 尽管诗人在诗中把这位来自民间的姑

娘刻画成王位的救星, 但是他在前言中说得很清

楚: 我并不把她 ( 贞德 ) 看作诗中的主要人物;

说实在的, 主要人物是杜诺瓦伯爵。 夏普仑是受

雇于杜诺瓦的后裔朗格维勒公爵的, 他歌颂的是杜

诺瓦; 而出名的牧羊女只不过是适时地为他提供了

神奇的意味。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不喜欢她, 因为

她太哥特化了, 不合他们的审美口味。宗教改变派

也将她拒之门外, 原因是她有偶像崇拜。就连法国

的启蒙主义大师们也并未向这个牧羊女给予多少青

睐。伏尔泰的长篇政治抒情诗 姑娘 中, 贞德虽

然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 但伏尔泰主旨在针砭教

会和贵族的荒淫无耻, 讽刺僧侣们纂改贞德的功

绩。而且, 这位启蒙主义大师以一如既往的诙谐幽

默笔调, 将种种罗曼史加之于贞德身上 (如法军大

将杜诺丽与贞德在林中的奇遇) , 使得贞德的形象

被大大贬低, 成为贵族们众多暧昧女友当中的一

个, 贞德在诗中与其说是一位征战沙场的骁勇女

将, 还不如说是一位从贫民农家进到上流社会的贵

族仁女。她虽戎装裹身, 但却俨然一个道地的委身

于人的弱女子形象, 压根儿让人想不到这就是让敌

人畏惧的被圣得尼选中赋予贞洁美德的圣女。因

此, 在很长时期内, 伏尔泰的这部长诗留给人们关

于贞德的印象是轻佻的, 甚至于许多贵族一提到贞

德的绰号 姑娘 这个词的时候, 马上想到这

一词的下流淫秽意义。

到了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贞德才被更多的人

所熟悉、所了解, 而且, 也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

人们对贞德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评价。这一转变, 主

要起于拉维尔第 ( L Averdy) 整理了宗教裁判庭

审判贞德的笔录。但说来颇为好笑, 大革命时期的

资产阶级新政权对贞德毫无好感, 而且下令停止奥

尔良城市纪念贞德的节日; 反倒是后来的拿破仑一

世, 不但恢复了这一节日, 而且对这位出身卑微的

农村姑娘的事迹大加颂扬。其实深思一下, 其中奥

妙并不难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推翻王权, 打倒

专制体制, 那么长久以来被认为与王权紧密相关的

贞德自然也就被列在要打倒之内了。而波拿巴却正

相反, 他要建立统一的法兰西帝国, 需要号召人民

献身到他的帝国事业中去, 于是, 他找到了贞德,

用贞德的故事为他的帝国事业灌入民族主义、爱国

主义的思想动力。而贞德也就是从这时起, 才开始

成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化身。这一点, 是与以

前人们单纯地把贞德与王室相连的看法大不相同

的。但第一部关于贞德的爱国故事并非法国人所

写, 而是德国文学家席勒所著。

席勒的 奥尔良姑娘 创作于 1801 年, 剧中

贞德就是一位杰出高贵的法兰西民族女英雄。她为

了祖国的崇高荣誉, 放弃了个人幸福去抗击敌人,

挽救祖国, 最后战死在沙场上。正是由于有了这部

戏剧, 贞德爱国主义的形象才变得家喻户晓。在祖

国有难的时候, 像贞德父亲那样的人只顾管好自己

的事, 对登上法国王位的是同胞还是异族人很少操

心; 而热爱法兰西的贞德却无法坐视它沦为英国人

的殖民地。她慷慨激昂地说出了这番动人心弦的

话:



这个国家该亡吗? 这光荣的国土, 是

永恒的太阳照耀下最美丽的地方, 是多少个国

家之中的乐土, 上帝爱护它就像爱护自己的眼

珠一样, 难道它要受外国人统治吗? 不!

寥寥数语, 席勒就勾勒出了一位有着拳拳报国热忱

的贞德形象。但是, 为了强化贞德这一爱国形象,

席勒把贞德内心的责任与感情的冲突作为戏剧的主

要冲突, 而并非贞德与祖国内部敌人的矛盾: 贞德

爱上了英军将领、法兰西的敌人 莱昂内尔。席

勒在剧中给本就传奇的牧羊女又赋予了另一种传

奇: 浪漫主义的爱情传奇。

年青的姑娘因这受到魔鬼诅骂的爱情而痛苦而

被人误解, 连亲生父亲也咒骂她。她在查理七世加

冕后被赶出了兰斯, 在森林中游荡。后来不幸落入

了英军手中, 成为他们的俘虏。莱昂内尔乞求贞德

放弃祖国, 作他的妻子。但这时责任已经战胜了感

情。当她听到查理七世被困时, 奇迹般地挣脱了锁

链, 飞奔去解救国王。最后因伤重在战场上牺牲。

席勒在这里又一次更改了史实, 他让贞德在营

救国王的战争中永生, 而不是如史书中所说的那样

被宗教裁判庭的大火烧死。这一虚构的情节是为了

衬托贞德为民族解放事业奋不顾身的光辉形象, 让

她最终在人民的理解中得到永生。但是这一虚构处

理, 加重了贞德身上笼罩着的奇迹色彩。在整个剧

本当中, 虽然出现了国王、士兵以及其他众多人

物, 但是,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他们不再是作者叙述

的主要人物, 而是贞德的陪衬。

整个说来, 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传奇剧。席勒

并未完全遵照历史事实, 而是将民间关于贞德的种

种传说吸收进来, 使贞德由一个法国农村的乡下姑

娘在他笔下变成了德国传奇小说中的女主角, 并借

她之口, 表达自己希望德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

尽管席勒的这部戏剧与贞德生平相差太远, 但

自此之后, 贞德爱国主义的形象就确立了起来。而

将贞德塑造成法兰西民族女英雄的文学作品也如雨

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在法国, 第一部这样的作品

( 奥尔良姑娘贞德的故事 , 1817年巴黎版) 是由

勒 布朗 得 沙尔麦特 ( Le Brun de Charmettes) 于

1817年创作的。而其后著名的有苏默 ( Soumet) 的

史诗 ( 1845)、儒勒 米什莱 ( Jules M ichelet) 的

贞德 ( 1853)、查理 贝玑 ( Charles Peguy) 的 贞

德三部: 多姆雷米、战争、鲁昂 ( 1897) 和 贞

德善行的秘密 ( 1910) , 以及法朗士 ( France) 的

贞德传 ( 1908) , 等等。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

把贞德作为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女英雄来刻

画。这一形象, 在随后的 1870 年法德战争、一战

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而贞德的爱国主义形象也更

加深入人心。在其他国家中, 以贞德为题材的作

品, 较为著名的有萧伯纳的 圣女贞德 和马克

吐温的 巾帼英雄贞德传 。

在这些作品中, 贞德再也没被看作宗教异端、

地狱的使者。虽然每个作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贞

德脑海中出现的幻象, 耳朵边听到的声音, 但没有

哪个作家把这些说成是恶魔撒旦的巫术。他们都把

这处理成贞德极度虔诚、充满宗教狂热之下出现的

幻象, 而这幻象, 也就是她自己的心声。18 世纪

以前关于贞德是宗教异端的想法在这些作品中不再

存在, 取而代之的, 是贞德为祖国统一、民族解放

所做的贡献。当然, 这与民族主义和新教的兴起不

无关系, 而教会也最终为贞德正了名: 1904 年,

贞德被教会称为圣者, 1908 年被称为已上天堂的

圣者, 1920年被封为圣徒。

不过, 尽管这一时期的作家对贞德的看法大致

上都持肯定的态度, 但并不是说每个作家所塑造的

贞德的形象都千篇一律, 如出一辙。每个作家都按

照自己的意图自己的阐释方式来刻画他们各自心目

中的奥尔良姑娘: 席勒刻画的是天堂神秘而不可企

及的圣徒战士, 她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高大、凛然

不可侵犯的传奇女性; 而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则是一

个生气勃勃、朴实直率而又有几分天真甚至冲动的

农家妇女, 从宗教裁判庭上愤怒地撕掉 放弃

信仰的约书 就可见一斑, 这可是别的作家笔下的

贞德做不出来的; 反观马克 吐温笔下的贞德, 则

是身穿裙子的弗吉尼亚巾帼英雄了, 虽然她也是一

个平易近人的农家女孩, 但却被赋予冷静沉着的性

格, 有大将之才, 却又以女性的羞怯、温柔去感化

引导众人。

其实, 无论是哪个作家塑造的贞德, 都是他们

对历史上的贞德各自的阐发。卡西尔认为, 他

(历史学家 引者) 的事实属于过去, 而过去是

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可能重建它, 不可能在一种

纯物理的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

回忆 它 给予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 作为历

史人物的贞德已在大火中丧生, 一去不复返了; 而

作为文学艺术的贞德, 却在作家诗人艺术家们的创

作中被重演被复活。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对过去历

史的体认, 在自己的心灵中重建他们所认为的贞德

的形象。这中间的差别有多大是毋庸讳言的。然

而, 历史上的贞德虽然客观, 其形象却仍模糊; 而

文学艺术中的贞德虽然是艺术家们对历史主观的体

验和想象 这想象当中有时甚至带有虚构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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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却打上了艺术家们创作的烙印, 带着艺术生命

力, 形象鲜明生动, 使那已死去几百年的贞德在人

们的记忆中一遍又一遍地复活。

创作主体的不同, 也就相应地使得作品各异。

各个不同的作家, 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理解阐释, 使

得他们建构的历史人物形象各异。这种 想象中的

建构 的差异, 除了作家们的想象力、体验力和表

达力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外, 另一重要原因是作

家们各自所处的写作时间的不同。正如一些批评家

们所指出的, 任何杰出的作家对往事的描述与解释

都是从现在出发, 进而 返回 到过去。而当他站

在现在 (写作时间) 来阐释挖掘过去的涵义时, 他

是受到他所处的当前时间的各种文化、认识或语境

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的。[ 1] ( PP. 190- 192) 这也就同时影响

了他对过去的事实的选择、组织加工。席勒创作

奥尔良的姑娘 之时, 正是德国古典主义与浪漫

主义并盛的时期。席勒称他的剧本为 浪漫的悲

剧 , 采用了西方浪漫主义运动中普遍流行的概念;

天才 。他将贞德的历史作了较大的改动, 从关于

她的种种传说中采撷了他所要用的素材, 赋予她种

种奇迹, 使她成为一个天才式的光辉的圣徒战士;

其中, 关于贞德对莱昂内尔产生的神秘而又突然的

爱情更是受到了当时德国浪漫派的影响。而萧伯纳

的 圣女贞德 写于 1923 年, 那是天主教会向全

世界宣布说圣徒贞德已列于天国诸圣之林之后的第

三年, 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萧伯纳重点在描写教

会的审判, 他的意图是明显的: 扼杀一个传奇般的

人物只需要几小时的大火; 而发现一位天才般的英

雄, 却花了近五百年的时间。萧伯纳在他的剧本后

加了一个尾声, 虚构了贞德死后受到的待遇以及被

昭雪的经过, 正是他这一意图的体现。

贞德, 作为欧洲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就这样被一

代又一代的作家们所描写所刻画。不同的作家所立

足的现在都不同, 不同的作家阐发的方式都不同,

因而对贞德形象的重建也是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

么贞德从一开始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理解的拥护

王权的宗教异端, 一步步变成如今人人公认的法兰

西民族英雄、人间圣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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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百年 征稿启事

在中国, 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发端于 20世纪。100年来, 中国的学术在艰难中起步, 又在艰难中

跋涉, 从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站在世纪之交的临界点上, 我们回眸, 那 100年来的学术风云

犹如就在眼前。承前是为了启后, 继往是为了开来, 当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 为推进下一世纪的

学术研究, 回顾 20世纪和展望 21世纪的未来的学术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话题。

为了回应时代赋予的重任, 本刊决定在哲社版开辟 学术百年 专栏。借此, 来检阅人文学科在各方

面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热忱地欢迎海内外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方家学者予以赐稿。来稿请控制在 10000

字以内, 本刊将以高稿酬回报作者, 谢谢您给予的合作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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