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爱情故事中的“小人鱼”模式

——安徒生、茨威格、蒲宁三个相似故事及含意

陆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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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安徒生在童话《海的女儿》中通过“小人鱼”的经历创造了一种重要的爱情模

式, 这一爱情模式后来在茨威格、蒲宁的小说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在这类爱情中, 女性将爱当

作自己生命的理想, 而以男性为主流的世界却忽视至爱, 因而女性的爱情理想是不可实现

的, 但女性在无私的爱中体现出的对“善”的追求, 却对人的精神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 安徒生　小人鱼　爱情模式　善

梅列金斯基在他的《神话的诗学》中曾经指出:“童话故事可与整个婚礼相比拟, 因为娶

公主为妻或嫁与王子, 都是童话 (神幻故事)的最终目的。童话中的婚配伴之以主人公社会地

位的擢升, 是个体的一种特殊的奇异出路”(298)。不难发现, 大量的童话作品都具有这种代

代相传的故事模式, 比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灰姑娘”的故事, 就是这种样式的典范。然而, 安

徒生的著名童话《海的女儿》却没有沿袭这种范式, 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 主人公“小人鱼”不

但没有嫁成王子, 还在爱情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孩子们往往喜欢光明而快乐的结局, 因而

小人鱼的故事在童话世界中是孤独的。而对于成年人, 小人鱼的故事中有着更为深广的情感

和思想让我们去体验和思考, 它触及到人的精神世界中非常普遍又极其隐蔽的领域。

在《海的女儿》中, 小人鱼本是海底最受宠爱的小公主, 她十五岁时第一次升到海面上,

救下了在暴风雨中遇难的王子, 同时, 小人鱼深情地爱上了他。为了得到王子的爱情并以此

获得一个不灭的人类灵魂, 小人鱼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以孤注一掷的勇气进入人类社会, 来

到王子身旁。然而她失败了。在王子与另一个女人结婚的夜里, 小人鱼知道自己将失去生命,

化为海上的泡沫, 唯一解救的办法是按巫婆的约定杀死王子。天亮前, 小人鱼作出了最后的

决定:

她弯下腰, 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吻了一下, 然后向天空凝视——朝霞渐渐地变得更

亮了。她向尖刀看了一眼, 接着又把眼睛掉向王子; 他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他的新嫁娘

的名字, 他思想中只有她存在。刀子在小人鱼的手里发抖。但正在这时候, 她把这刀子

远远地向浪花里扔去⋯⋯她再一次把她迷糊的视线投向这王子, 然后就从船上跳到海

里, 她觉得她的身躯在融化为泡沫。 (安徒生 89- 90)

·411·

论爱情故事中的“小人鱼”模式

Ξ 陆黎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面对无望的爱情和失败的追求, 小人鱼痛苦地选择了牺牲, 牺牲的动因还是由于爱。然

而她的爱情是没有回应的, 她所爱的对象自始至终都没有知晓她为他所做的一切: 她救了

他, 她爱他, 她为了他离开了自己亲人, 让巫婆割去舌头, 又时时忍受着双脚刀割般的疼痛,

直至牺牲 300 年无忧无虑的海底生命。她美好的梦想和为追求所付出的一切艰辛, 都和她的

身躯一样, 化成了海上的“泡沫”。

在众多的童话故事中, 这是一种特殊的爱情, 爱上王子的小公主并没有获得美满幸福的

生活, 而是在历尽磨难之后走向绝望和毁灭。

然而, 在成人的文学作品中,“小人鱼”式的爱情经历却得到了奇特的回应。茨威格的著

名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女主人公的形象, 表现出了和小人鱼惊人的相似, 几乎

是小人鱼形象在成人世界的翻版。美丽的女主人公十三岁时就开始疯狂地爱上了R 作家。

她在单相思的苦恋中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春, 然后她离开家庭, 拒绝了其他一切的追求者,

只是为了能寻找和他在一起的机会。她曾几次献身于他, 独自一人在地狱般的贫民医院里生

下了他的孩子, 而后为了孩子的成长卖身于有钱人, 最后在失去孩子的凄凉和病痛中孤独地

死去。然而风流又轻佻的R 作家和她有几多邂逅, 却始终没有认出她来, 直到读完她死后的

遗书, 他也无法确切地记忆起她的形象, 只是朦胧地想起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这是一种

绝望的爱。“我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 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茨威格,“一个陌

生女人的来信”3) 成为作品的主旋律, 反复萦绕在字里行间。

另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来自伊·阿·蒲宁的力作《故园》: 年轻的女奴娜塔莉娅爱上了

刚回家的少爷彼得, 无法遏制的渴求促使她偷了少爷的一面镜子,“为了他, 她曾不断地在镜

中端详自己, 疯狂希望着: 有朝一日, 她能够得到他的喜爱”(蒲宁 132)。然而, 娜塔莉娅的

爱情很快给她带来了可怕的厄运, 她所爱的少爷不但不知道她的相思, 反而给她定了“偷窃

罪”, 剪光了她的头发, 把她拖上了粪车, 流放到遥远的村庄去受苦。但长期苦难的生涯并没

有淡化她对少爷的爱, 她无望的爱情反而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她带走了她的圣洁的爱情。在

以后漫长的岁月中, 在寂聊孤独时, 她将借以驱散心中巨大的痛苦, 重温初恋的甜蜜和欢乐”

(蒲宁 139)。流放回来后娜塔莉娅不思婚嫁, 一直伺候彼得发疯的妹妹, 承受种种非人的折

磨。她“把她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她那苏霍多尔哺育出来的心灵深处, 直到她走进坟墓”(蒲宁

139)。残酷的制度和严峻的现实并没有抹去娜塔莉娅的人生经历和感情经历中“小人鱼”形

象的影子。娜塔莉娅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的是和小人鱼、和陌生女人奇特的相似: 她

们所爱的对象对她们的痴情一无所知; 她们都因爱而历尽磨难; 她们被漠视的爱情没有因痛

苦而减弱, 反而更显执著与深厚。

“小人鱼”形象在两部具有严肃现实感的小说中的延伸, 并不仅是巧合, 而应为某种共同

的生命形态: 以牺牲的极致换来没有回报的爱。“荣格及其追随者执意认为: 作为心理结构成

分的原始型与神话和神幻故事中的情节和形象相近似”(梅列金斯基 65)。在“小人鱼”这一

原型形象中, 实际上包含了“人类本性中普遍的、固定的本原”与“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梅列

金斯基 74)的共同体。透过这一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爱情这一古老的力量是在怎样决定着

“小人鱼”们的命运。

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 女性的爱正如尼采所说:“这不仅是奉献, 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

献, 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 她唯一拥有的信

仰”(转引自波伏娃 725)。恰如“陌生女人”对R 作家说:“我已经不相信天主, 我只相信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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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爱你”(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48)。这种类似宗教的激烈爱情从何而来? 如果我

们探究一下作品中的描述, 便不难发现,“小人鱼”们迷恋的男性, 最初都拥有一股高于她们

生存环境的理想的魔力。在《海的女儿》中, 小人鱼最大的愉快就是听老祖母讲述关于人类世

界的故事。她的五个姐姐升到海面后的结论是一致的,“一个月左右以后, 她们就说: 究竟还

是住在海里好——家里多么舒服啊”(安徒生 72)。唯独小人鱼爱上了王子, 爱情带给她思念

的忧伤, 也带给她对人间世界更加坚定的渴望,“她觉得他们的世界比她的天地大得多”(安

徒生 78)。小人鱼与姐姐们不同的是她对现存的有限的生活空间的不满足。在小人鱼心中,

相对于海底世界, 人间世界是一个更加美、更加丰富的世界, 而对王子的爱使原本存在于幻

想中的那个美丽缥缈的世界变得具体可感了。小人鱼追求的不仅是王子的爱, 更是爱情能给

她带来的超越 300 年海底生活的生命价值: 一个不灭的灵魂。同样, 对于陌生女人来说, R 作

家最初吸引她的, 也恰是一种理想的光环。女主人公非常不满意自己家庭生活的环境, 用她

自己的话说:“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和她尚末长成的瘦小女儿——我们深居简出, 不声不响,

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中”(茨威格 4) , 而她们的邻居则是“丑恶凶狠, 吵架

成性⋯⋯丈夫是个酒鬼, 老是揍老婆, 我们常常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

(茨威格 5)。在这样庸俗、狭隘、粗鄙的环境中谈不上尊严、友爱和美, 而女主人公则在R 作

家身上感受到了后者。R 作家要搬进来, 在她的回忆中,“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 你的

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圈, 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茨威格 6)。和蔼斯文的男仆和具有

浓厚文化气息的家具都令她惊喜:“一想到这么多书, 我心里不由的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

畏之情”(茨威格 6)。在这种心态下见到R 作家, 他的潇洒多情才以男性的魅力彻底将她征

服。女奴娜塔莉娅一直生活在寂寞、闭塞的庄园中, 少爷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在辛苦乏味的

劳作之外的另一个美妙世界,“她觉得这个家苏生了, 变得快乐了, 自从这位美男子少爷回来

以后, 新的迷人的事物充满了苏霍多尔”(蒲宁 132)。爱情激发了她生命的激情和心灵的喜

悦, 这是一个卑微的下房丫头之前从未预想到的。爱情是她自己制造的幻梦, 通过这个幻梦,

她由一个女奴变成了圣女, 可以翱翔于自由神圣的心灵世界。

因而, 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 女性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是倾注在对爱情的追求之中的。而

女性一旦把爱情当作她们的理想, 当作生命的“乌托邦”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实有”, 不能存

在于真实世界之中, 而是一个如卡西尔所说的“非在”(now here) (77)。所以, 在现实的人生

中,“小人鱼”们是得不到她们的爱情的。

无可置疑, 爱情存在于两性之间, 然而爱情在男女之间反映出来的是巨大的不平衡。波

伏娃说:“爱情这个词, 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这是在他们之间引起严重误解乃至分

裂的原因之一”(725)。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以“小人鱼”为代表的女主人公将爱情

视作生命意义全部之所在, 而她们所爱的男性却只将爱情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或无足轻重。

《海的女儿》中的老祖母告诉小人鱼, 要获得人类灵魂的唯一条件是: 必须有一个男人爱她,

并且娶她。小人鱼爱上了王子, 而王子对她的爱和爱的意义是不了解的。婚姻对王子来说只

是成人过程中的一部分, 而对小人鱼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赌注, 是能否实现理想的命脉。“陌

生女人”将爱情看作至高无上的生命激情, 而R 作家轻佻地将爱情当成儿戏, 当成寻欢作乐

的一种方式。至于娜塔莉娅, 爱情是她卑贱的生活中全部甜蜜的感情和美丽的梦想之所在,

而彼得少爷是个性情尖刻而且残忍的人, 他的心里根本没有爱。作为庄园的主人, 他要处理

一个女奴就如同处理一头牛或一只羊。当像小人鱼这样的女性带着凝聚她们所有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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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情进入男性世界, 会蓦然发现: 在那个世界里根本不在乎或不需要这样的感情。“男人的

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 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波伏娃 725)。男人往

往通过爱情之外的东西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比如财富、名誉、权力等。而女人却只通过爱情

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爱情中,“如果有些男人也产生了那种抛弃一切的愿望, 我敢保证,

他们准保不是男人”(波伏娃 725)。因此, 在那个以男性为主体的世界中, 爱情以外的力量是

更真实而强大的, 女性的爱则显得微不足道了。从这个角度看, 作品中男女两性的对照也意

味着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照。女性神圣的爱情在男性的“不同”需求面前, 正如浪漫的理想在

严峻的现实面前一样, 往往会变得支离破碎, 最终像小人鱼的身躯那样化为海上的泡沫。

然而, 尽管“小人鱼”们的至情至爱被漠视, 被摧残, 她们在历尽磨难之后也深知这一点

, 但她们仍一如既往地坚持着爱情。事实上, 她们不愿放弃的不仅是具体的爱的对象, 更是在

爱的心灵世界中蕴含的理想的生命境界。正因如此, 她们的爱情具有了无条件性, 不管对方

如何, 不管有无回应, 她们都执著地爱着, 在爱情中“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 达到最高的生存”

(波伏娃 734)。爱情铸就的个体生命的光辉, 使“小人鱼”们的爱超越了所爱的对象, 甚至超

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而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穿透时空, 凌驾于真实世界的实

际需求和利益关系之上, 应和着人类从古至今始终不灭的追求。

早在《会饮篇》中, 先哲柏拉图就言简意骇地下了论断:“爱情是一种想永久地占有善的

欲望”(引自辛格 59)。爱的最高境界是达到一种揭示宇宙起源的绝对的完美,“这种美是永

恒的, 无始无终, 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的”(柏拉图 272)。在柏拉图看来, 爱的终极目标是绝

对的美或善而非具体的对象。既然如此, 柏拉图“说爱就是寻求完美,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爱的

表面目标是可信的。我们不能为另一个人自身的缘故爱他, 而只能把他作为真正想要的善的

部分化身和媒介去爱他”(引自辛格 75)。在我们所谈的作品中, 女主人公最初在想象中都把

爱的对象视作是完美的,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另一面: 王子是浅薄无知

的, 他有着人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R 作家具有兼严肃认真和轻浮贪玩的双重性格, 过的是

一种兼具光明和阴暗的双重生活; 庄园主人彼得漂亮非凡, 然而性情尖刻残暴。人性的缺陷

在他们身上逐一暴露出来, 不断接近复杂多变, 严酷无情的真实世界。实际上, 小人鱼爱王

子, 正是把他作为“善的化身和媒介”去爱的, 小人鱼在王子身上看到了一个在各个层面都比

自己完美的理想, 即使王子本身不完美, 即使王子不会爱她, 在爱的过程中小人鱼不断地拥

有善。“爱使人们利他地行动——去遭受苦难、自我牺牲、甚至死亡——但在每种情况中, 总

是有一些更大的善被获得了”(辛格 78)。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 女性在忘我的爱中展现出了

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诚挚、宽容、无私、勇敢、坚韧⋯⋯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是最高的绝对的善

的化身, 它们在混乱的世间即使被忽视, 被淹没, 也永远不会失去那神圣的光芒。

在《海的女儿》的结尾, 当小人鱼化身为泡沫后, 安徒生这样写道:“阳光柔和地照在冰冷

的泡沫上, 因此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 她看到光明的太阳, 同时在地面上飞着无数透明的、

美丽的生物⋯⋯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 可是那么虚无缥缈, 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

见, 正如俗人的眼没法看见它们一样”(90)。

在这里,“和谐的音乐”正象征着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力量, 它仿佛是虚空的, 在“实有”

的可触摸的空间中无形无影, 却是人的心灵不可缺少的养分, 是人超越自己的生物性而通向

永恒的内在源泉。同样,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 R 作家始终记不起那个陌生女人的具

体的清晰的形象, 然而读完她的信他“感觉到死亡, 感觉到不朽的爱情: 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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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头, 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 她飘浮不定, 然而热烈奔放, 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

乐声”(茨威格 48)。

正如茨威格指出:“即使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会以胜利者姿态显现的事物, 在精神世界

中仍然是有效的动能, 恰恰是这些未实现的理想证明自己是绝对不可能被征服的”(茨威

格,“伊拉斯谟的成功与悲剧”137)。爱, 正是这样一种动能, 一种不能被征服的理想, 一种对

“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完美的追求。完美在凡人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从哲学意义上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是真正善的”(辛格 117)。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通过爱而追求完美, 爱“只能

在不完美的缺少绝对善 (不管程度多么轻)的事物中产生”(辛格 114)。对完美的渴求正是人

类不断进步的动力, 作为完美的爱的理想虽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 这个世界却是“由于

爱而运动”(辛格 115)。

然而, 柏拉图的理想之爱最初是否定女性的。“就柏拉图来说所有对绝对美的接近都起

源于一个男性对象。希腊文明把男性理想化了; 那个社会建立在男性无上权威之上⋯⋯柏拉

图认为真正爱的前提是男人的友谊, 他们一起只追求至善⋯⋯所谓夫妻间的 ’ 自然的爱 ’

可以使一个女子满意地呆在家里, 以健全的方式生育孩子, 但它不能使女性成为灵魂的伴

侣, 或满足那些超生物学的对于善的渴望”(辛格 86) 。但在小人鱼式的爱情中我们可以看

到, 正是女性的爱展现出了接近柏拉图式的精神追求, 男性反而远离了真爱。而作为男性的

作者, 往往在其作品的女主人公的爱情中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感和思想。安徒生写小人鱼是源

于自己深刻的爱情体验和生命体验。安徒生的研究者说, 安徒生将早年没有结局的一次恋爱

深埋在心中, 成为写小人鱼的雏形 (叶君健 4)。安徒生一生面对的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爱。

还在童年的时候, 他不切实际热爱幻想的天性就给他带来了许多羞辱和嘲笑, 而这种与功利

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性格”又成为他获取爱情时不可跨越的现实障碍。理想之爱面对现实

境况时的绝望, 在小人鱼对王子的爱情之中被充分淋漓地表现出来了。茨威格通过“一个陌

生女人”的视角, 表达的亦是自己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的理解。“可以说茨威格书中描写的

每个热情的角色都是他自己 ⋯⋯ 他用笔醮着自己的血, 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在为世界这个

无情者做出牺牲。他选择了作家的职业, 便是同意做反复无常的生活永久不变的情人”(王彤

101)。蒲宁在历尽时代风云突变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诗意的理解, 在他具有挽歌情

调的代表作《故园》中, 他把一种在新时代中已显得可笑的古老的浪漫的感伤情怀, 通过一个

女奴的精神世界得以展现。当以男权为中心的文明确立之后, 女性便被排斥于社会主流之

外, 排斥于政治、科学、艺术、社会权利之外, 她们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在狭隘的女性世界

中能拥有的只有爱情。然而, 正是在对爱的追求中她们获得了自身价值的肯定, 并以此肯定

了人类最简单也是最永恒的存在之意义。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 爱都是最基本的需求和力

量,“爱的想象比任何其它的想象都更多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按理想可以成为什

么”(辛格 28)。

在《海的女儿》中, 童话作家安徒生敏锐地捕捉到了爱情的理想力量和生命意义。爱情没

有带来皆大欢喜的世俗的“婚配”, 但也给个体带来了“特殊的出路”( 梅列金斯基 298) , 那

是精神层面上的“路”, 通向更完美的生命境界。那不但是小人鱼式的女性的心灵之路, 也是

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人类的救赎, 是经由爱而成于爱”(弗兰克 39)。小人鱼的形象在成人

小说中的演绎, 正证实了人的天性中的本原: 在爱情中追求自己的理想, 追求至善, 追求生命

的价值。至此, 我们才能理解安徒生为什么一再表示, 他的童话与其说是为孩子写的, 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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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成人写的。小人鱼带给我们的, 是无尽的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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