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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歌德小说 亲合力  的主题思想
! ! ! 兼议歌德的婚姻爱情观*

钟 燕
( 1.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2.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亲合力 是歌德晚年讨论社会婚姻问题、探询人生自然真知的小说, 也是歌德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

本文从创作背景、小说人物设置与塑造的角度,试图解读出作品的主题思想。歌德在小说中展现的是一个充满自然

魔力的世界,讨论的是人类婚姻宿命悲剧的根源。他既肯定了中庸之道、勇于舍弃的婚姻态度,又颂扬了浪漫主义

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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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合力 ( 1809年 )是世界文坛巨人歌德

( 1749- 1832)在 60岁时出版的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

小说,作品少了少年维特式的激情澎湃和痛哭流涕,

多了老年歌德型的冷静叙述和理性思辨,其语言多

白描象征,思想内涵丰富深刻。同年,歌德在致友人

泽尔特的信中说 亲合力 是他最好的作品,并建议

他至少要读三遍, 读出隐藏在小说里的许多东

西。
[ 1] 407
据艾克曼 (歌德晚年的私人秘书 )记录, 1829

年 2月歌德仍强调 亲合力 里 ∀包含更多的东西,不

是任何一个人读一遍时就接受得了的#。[ 2] 382
小说主

题思想并非简单为了 ∀反映资产阶级婚姻的危机#,

它表现的是人类婚姻的宿命悲剧,颂扬的是浪漫主

义的爱情,探讨的是人生的局限。

一

研读大家之小说,不可忽略其创作背景。

歌德在耶拿从事哲学研究期间, 对自然科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很惊喜地阅读了瑞典化学家拖

尔伯恩∃贝格曼的著作 亲合力 。按照这位学者发

现的规律,自然界中的某些物质和元素特别喜欢结

合在一起,而某些物质和元素则喜欢互相排斥,在某

些化学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催化剂。假定甲元素和

乙元素处在密切联系之中,但一旦出现丙元素和丁

元素,这种联系就会遭到破坏,甲元素会被丙元素吸

引,而乙元素会被丁元素吸引。
[ 1] 389
歌德始终相信,相

互吸引和相互排斥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

律,贝格曼的发现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歌德活到 83岁,高寿多产,恋爱经历也特别丰

富,或许后者正是他著作丰产的原因之一。1788年

7月,他在魏玛公园邂逅克里斯蒂娜∃乌尔庇乌斯,

不久与她同居; 1806年 10月,由于克里斯蒂娜冒着

生命危险相救助的勇敢行为,歌德终于与克里斯蒂

娜在宫廷教堂举行正式的婚礼。1807年 10月至 12

月,歌德停留在耶拿,并经常出入书商福洛曼家, 同

其前妻留下的女儿 16岁的米娜 ∃赫茨利普 ( 亲合

力 中奥蒂莉的原形 )结识,且深深地爱上了她,由于

无法和美丽的米娜亲近,已近六旬的歌德陷入了难

以忍受的痛苦煎熬之中。与此同时, 22岁的姑娘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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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热烈地爱慕着歌德,贝蒂娜的倾心使歌德感到

了莫大的安慰 (其后 1811年 9月由于妻子与贝蒂娜

争吵歌德与贝蒂娜绝交 )。
[ 3]
歌德把这些爱情上的经

历写进了自己的 15首 十四行诗 ( 1807- 1808)里。

十四行诗 是 亲合力 的序幕。

二

亲合力 中的主人公是两男两女四元素。歌德

借用化学里亲合力的公式,描写了四元素,即四位主

人公爱德华、夏绿蒂、上尉、奥蒂莉之间错综复杂的

关系。

年轻时爱德华和夏绿蒂是宫廷里最漂亮的一

对,他们彼此相爱,但遭到双方父母反对,未能成婚,

只好各与另外一位年长的对象结婚。多年以后,年

长的一方死去,二人才得以结合。他们虽然和睦相

处,但感情却回不到从前般浓烈。在爱德华的朋友

上尉与夏绿蒂的姨侄女奥蒂莉被邀请来到他们的大

庄园后,四人之间发生了吸引和排斥的错综复杂的

变化。爱德华爱上了奥蒂莉,而夏绿蒂也被上尉所

吸引。

夏绿蒂不仅长得清秀,而且善良、聪明、审慎,善

于应付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由此引起了上尉对她的

爱慕。但她是位富于理智而且十分矜持的女性,能

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感情与习俗发生矛盾的时候,

她宁愿放弃前者,也不愿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

她最终断绝了和上尉的关系。夏绿蒂不是自我中心

主义者,她善良到在自己的婚姻里都能理解和同情

别人。在小说的末尾,夏绿蒂甚至表现出自我牺牲

的精神,同意和爱德华解除婚约,苦劝断念的奥蒂莉

接受爱德华。是她把伤情而逝的爱德华 ∀安放在了

奥蒂莉旁边,并且要求在这个拱顶小礼拜堂中不再

安葬任何人。为此,她向教会和学校,向神甫和教师

提供了巨额捐款#。[ 4] 387
夏绿蒂对爱德华的爱不是排

他性极强的恋人之爱,而是一种给予型的体贴宠爱。

社会属性高于自然属性的夏绿蒂内心里也应是浪漫

主义爱情的支持者。

上尉是一位性格坚强、善于控制自己情感的男

子。他最后毅然离开了朋友的家。他也认为,必须

遵守社会和宗教认可的神圣的婚姻法则。

奥蒂莉认为,为了保持身心健康,必须过一种节

制的生活,即取中庸之道,知足常乐。她对爱德华的

爱柔情刻骨,感人肺腑。我们从演奏音乐和抄写手

稿两节都可以看出少女对心中爱人默默深沉的爱

恋。
[ 4] 193, 220

可是,奥蒂莉是命运的奴仆,她一方面始

终爱着爱德华,另一方面又始终认为与他结合是不

可能的,这是她悲剧命运的根源。她试图离开爱德

华,但在后者的坚持下又返回到他身边。然而,此时

的奥蒂莉选择的不是与所爱之人幸福地生活,而是

伴其左右而消逝。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进饮食,

最终因体力耗竭而亡。年轻的奥蒂莉看重社会道

德,她选择了断念 ! ! ! 不是断了情感,而是放弃了对

爱德华的情感在这个世界上的实现。

爱德华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尽管歌德曾说自己

并不喜欢 ∀把自己的任性偷换成性格#的爱德华, 但

却把他塑造成一个有着儿童般的天真性情、事业有

成、有智有勇,特别是善于去爱的很富魅力的男人。

卢梭有个有名的论断,他说夫妇共同生活六个月以

后,美貌就不再被重视,甚至于不会令人留意。这一

点在爱德华与夏绿蒂的婚姻中得到了映证。从爱德

华念书时的习惯 ! ! ! 因人而异这件小事我们就会很

有感慨:发觉妻子 ! ! ! 曾经是他眼中唯一闪亮的星

辰 ! ! ! 在看他念的书, ∀他的老脾气又犯了,变得不

耐烦起来,相当粗暴地申斥她#; [ 4] 165
奥蒂莉同样是

相信自己的眼睛胜于相信别人的嘴唇,爱德华 ∀每次

念的时候总把灯推到她面前#,自己 ∀也往她那边动

一动,想方设法使她看起来舒服一些,甚至常常还不

必要地作长时间的停顿,以便她看完最后一行才翻

下面一页#。
[ 4] 192- 193

爱德华认为为爱而结婚并非奢

侈,而是天经地义,哪怕是先必须离婚。他藐视当时

的婚姻制度,也敢于抗拒命运。他是为爱而活的男

人,他的爱是浪漫主义的无条件的爱。奥蒂莉死后,

他仿效她不进饮食,也因体力衰竭而死去,之后被葬

在了奥蒂莉的旁边。

在第一部第四章的结尾,歌德借用爱德华、夏绿

蒂和上尉的对话,说出了他之所以用 ∀亲合力#这一

化学名词命名自己小说的理由:如同化学反应,人与

人之间的聚合和离异是一种自然的必须。那么, 人

们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立时的归属选择上, 到



底何去何从呢?

三

歌德曾特别谈到 亲合力 米特勒这个人物深深

打动了一位读者,说 ∀米特勒这个人物想必有几分真

实性,而且在人世间不止一次地存在#。[ 2] 382
米特勒

是小说中的婚姻调解员,传统婚姻的维护者。他喜

欢张罗别人的事情,哪儿发生问题,他就骑马奔去,

为之斡旋。在第一部第九章,歌德让造访庄园的米

特勒说了这样一段话: ∀谁攻击婚姻关系,谁想通过

言语,甚至通过行动,给我把整个道德社会的这一基

础破坏掉,谁就得跟我打交道。或者说,我要是不能

说服他,我也就不会再理睬他。婚姻是一切文明的

起点和顶峰。它使野蛮人变得文明起来;除非通过

婚姻,不然最有教养的人也无法证明自己是文明的。

婚姻必须牢不可破,因为它将带来许多的幸福;一切

小的不幸加在一起, 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没有任何理由证明非离婚不可。# [ 4] 202- 203

米特勒出场后,被他认为只会带来祸害、如 ∀会

让别的面也跟着发酵的#∀一团老面#一样 [ 4] 202
的伯

爵和男爵夫人随之而来,米特勒不愿意与他们呆在

一个房顶下,气冲冲地避开离去。

伯爵和男爵夫人过去各自有过不成功的婚姻,

而且和自己的对象离异了;而今,人到中年的他俩心

心相印,结合在一起,但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 ∀尽

管他们已失去一部分青春的艳丽光彩#,可是 ∀比年

轻时更加风姿绰约#, 行事自由不羁、谈吐自由爽快

的他们, ∀整个风度,都在高雅、端庄的范围内#, ∀并

不显出有任何的拘束、勉强 #。在谈到婚姻问题时,

伯爵坚决主张离婚,他有自己的见解: ∀我们总喜欢

把尘世上的事情,尤其是把夫妻的结合,想象成持久

不变的。而涉及到婚姻问题,我们总是受了那些我

们经常看的 (以结婚而告终的 )喜剧的蛊惑#;世界上

的众多事物灵活多变,在婚姻关系中要求实现绝对

的、永久的稳定是不恰当的;应制定新的法律规定任

何婚姻都只应生效五年,因为 ∀五是一个美好的、神

圣的奇数#,五年时间 ∀刚好够夫妻俩互相了解,生儿

育女,然后分道扬镳#且彼此和解。[ 4] 203- 205

米特勒和伯爵持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宣言。前

者是传统保守的,后者是自由主义的。到底谁对谁

错呢? 歌德没有给读者做出直接回答,他把答案藏

在了小说里,让读者自己去寻找发现。

主人公爱德华年轻时与夏绿蒂情投意合,经历

曲折沧桑终于在多年之后与意中人结为眷属,但内

心里却再也无法燃起年轻时相爱的那种炽热感情;

当妻子的姨侄女奥蒂莉 ! ! ! 从前夏绿蒂有心撮合他

俩时被他视而不见 (当时他满眼里只有欲求不得的

夏绿蒂 )的美丽少女 ! ! ! 来到庄园后,情感胜于理智

的他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奥蒂莉。爱德华所爱的不是

某个特殊的人,而是他自己的梦想。或者可以说,他

爱的就是爱,如同浪漫主义之爱的德国象征 ! ! ! 蓝

色的花 ! ! ! 是某种无限遥远的东西。而歌德在小说

结尾为男主人公安排他与新意中人的天上婚礼, 无

疑是对浪漫主义爱情的肯定与颂扬。真心相爱就应

该在一起,就应结合,也就是说,有情人应成眷属,不

管是今生还是来世。这似乎是浪漫气质的歌德的婚

姻爱情观。

四

在小说的人物当中,奥蒂莉是歌德着重刻画的

形象。歌德通过塑造寄宿学校的男助理、建筑师和

侍女南妮等另三个奥蒂莉的仰慕者, 记录了圣洁的

神性在她身上发展的三阶段。

寄宿学校的男助理不认为奥蒂莉是反应迟笨的

学生、牧人的羔羊群里掉队的那一只,相反, 却认为

她是真正壮硕的 ∀隐蔽起来的果实#, ∀迟早会焕发出

美丽的光辉#, [ 4] 106
需要多多爱惜。他眼里的奥蒂莉

是在世俗世界里苦干实干的女孩,心中给她的定位

是将来能与他志同道合管理寄宿学校的妻子。他只

看到作为一种形式的物存在的奥蒂莉,不能体会到

奥蒂莉的圣洁的心灵,因为他 ∀不喜欢使神圣的东西

接近感官的东西#。[ 4] 304

建筑师在和奥蒂莉修复小礼拜堂的天顶画时,

很自然地把蔚蓝色天幕上的最后一张天使面孔绘成

了奥蒂莉的面容;圣诞节需要圣母玛丽亚的扮演者,

他觉得 ∀缺了奥蒂莉这事便根本办不成#, [ 4] 299
因为

在思想上他已经把她奉为圣母。扮演牧人的建筑师

在圣诞表演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圣洁的形象 ! ! ! 怀



抱圣婴的圣母、他创造出来的王国里最纯洁的女神。

奥蒂莉在与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相处的日子里神圣

的光芒日渐耀眼。

侍女南妮由于天性和兴趣相投, 特别喜欢呆在

奥蒂莉身边。奥蒂莉送葬的队伍经过时,南妮失足

从阁楼上跌下,四肢都摔伤了。然而, ∀她颤抖着的

四肢一触到奥蒂莉的衣服,她无力的手指一触到奥

蒂莉那双叠放在胸前的手 #, 摔伤的身体就痊愈

了。
[ 4] 383
奥蒂莉的神性已从画中飘飞而出,能被普通

人感受。

歌德世界观方面的主流是带有神秘气味的唯心

主义,
[ 5]
他把非语言能描绘的世界和生命之谜称之

为精灵,他认为大自然和人类都充满了神一样的东

西。在叙述奥蒂莉与爱德华的爱情时,在读书、演奏

音乐和抄写手稿等情节中歌德突出了来自自然力的

神奇与不可解释性。
[ 6]
歌德对奥蒂莉的如此塑造,目

的是证明奥蒂莉在这场感情恩怨中的无辜以及人的

自然情感的神圣。

我们通过对小说创作背景和人物设置与塑造的

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年届花甲的歌德通过小

说 亲合力 向读者展现的是一个充满自然魔力的世

界,讨论的是人类婚姻宿命悲剧的根源 ! ! ! 魔力无

穷、生命有限。同时, 他既肯定了中庸之道、勇于舍

弃的婚姻态度,又颂扬了浪漫主义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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