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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 ,从女性阅读的视角来考察莫里哀的妇女观。通过对莫里哀作品中

四类女性形象的具体分析 ,得出莫里哀的妇女观是基于妇女顺从男权这一基础上的妇女观

的结论 ,并从十七世纪整个文化的大语境和莫里哀的婚恋经历来探求他妇女观形成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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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spects the female concept of Moliere from the female’s point by Feminist Criticism. The au2
thor has analysed four kinds of female figures in Moliere’s work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female concept of Moliere is

based on female’s obedience to male chauvinist . Therefore ,it probe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is female concept under the

whole cultural circumstance in seventeen century and from Moliere’s lov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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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旗帜的喜剧大

师莫里哀 ,他的喜剧作品几乎家喻户晓 ,在喜剧史上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莫里哀既继承了古希腊米南德

所开创的世态喜剧之讽刺手法的优良传统 ,又吸收

了意大利即兴喜剧和法国风俗喜剧的合理因素 ,并

结合他多年在戏剧创作和表演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

验 ,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喜剧作品 ,开创了性格喜剧 ,

为长期受到贬抑的喜剧正名 ,并把叙事视角由之前

的浪漫离奇转向关注现实 ,成为古代戏剧史上继莎

士比亚之后的集大成者和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功不可

没的开创者。

三百年来 ,对喜剧大师莫里哀的研究早已成为

众多评论家的首选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评

论家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莫里哀 ,认为莫里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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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全貌 ,是比

巴尔扎克早二百年的《人间喜剧》;有的评论家从本

体论层面对莫里哀作品进行研究 ,认为莫里哀是通

过作品中人物本我的快乐、自我的狡黠和超我的屈

尊来营造幽默的喜剧效果 ;有的评论家运用原型批

评的方法试图找出莫里哀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原

型 ;还有的评论家运用形式主义理论研究莫里哀作

品的形式和结构 ; ⋯⋯众多的研究可谓纷繁复杂 ,但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 ,莫里哀作品中触及婚姻、爱情的

地方比比皆是 ,而且他的作品中又塑造出那么多鲜

活的女性形象 ,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莫里哀的妇女

观的研究却似少有问津。鉴于此 ,笔者试图用女权

主义理论 ,从女性阅读的视角对莫里哀的妇女观进

行研究 ,以期填补这一空白。

一、莫里哀笔下的四类女性

莫里哀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塑造了吝啬的阿巴

贡、伪善的答尔丢夫、愤世嫉俗的阿尔赛斯特等千古

留名的具有典型性格的男性形象 ,而且塑造了一系

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 ,如《伪君子》中的桃丽娜、艾

米尔 ;《恨世者》中的赛里曼娜、爱丽昂特 , ⋯⋯笔者

在研读的过程中为便于更清晰地研究莫里哀的妇女

观问题 ,把莫里哀笔下的女性形象划分为四类 :第一

类是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女性形象 ,如桃丽娜、赛里

曼娜、茹尔丹夫人 (《贵人迷》) 、克罗丁娜与昂日丽格

(《乔治·唐丹》等 ;第二类是比较温柔娴熟 ,完全依附

于男权的少女形象 ,如玛丽雅娜 (《伪君子》) 、吕西尔

(《贵人迷》)等 ;第三类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既具有女

权独立意识 ,骨子里又有拥护夫权思想的女性 ,如艾

米尔、爱丽昂特等 ;第四类则是充当男权思想帮凶的

女性形象 ,如阿尔西诺艾 (《恨世者》) 、索丹维尔太太

(《乔治·唐丹》等。莫里哀对这四类女性形象分别融

入了不同的爱好与憎恶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莫里哀

对待妇女的态度和看法。

首先 ,莫里哀作品中塑造了一批高举女性主义

旗帜的女性形象。十七世纪的法国是一个等级分

明、戒律森严的王权专制下的国家 ,封建男权思想占

绝对的统治地位 ,妇女在当时完全处于男权附庸的

奴性地位。至于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等在现代女性

看来天经地义的正当权利 ,对当时的妇女则是想都

不敢想的天方夜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

中 ,莫里哀却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具有女权主

义思想的女性形象 ,实属难能可贵。

在莫里哀的作品中 ,这些女性敢于公然违抗夫

权 ,向男权提出挑战 ,表现异常勇敢 ,颇有胆识和智

慧。如《伪君子》中聪明的女仆桃丽娜 ,她不仅敢于

当面用嘲讽的口气与作为一家之主的奥尔贡讲话 ,

(如第一幕第四场和第二幕第二场) ,而且对奥尔贡

以做父亲的权威蛮横逼迫女儿玛丽雅娜放弃自己的

爱情 ,而与他所选中的人结婚这一在当时看来是一

个做父亲的天经地义的合法权益的做法提出严正抗

议 ,她说 :“谁要是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她所厌恶的

男子 ,那么她将来所犯的过失 ,在上帝面前是应该由

父亲负责的。”①她还极力规劝玛丽雅娜鼓起勇气 ,

与父亲抗争 ,告诉玛丽雅娜努力与自己所爱的人共

结连理是她应得的权利 ,她的婚姻应该由她自己作

主而不是由她的父亲做主 ,使玛丽雅娜稍稍有了点

反抗的勇气。不仅如此 ,桃丽娜还千方百计地帮助

这对恋人摆脱桎梏 ,获得婚姻的自主权利。在桃丽

娜身上明显地体现出了女性要求摆脱男权束缚 ,勇

敢争取婚恋自由、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但是 ,

桃丽娜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并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

反倒挨了好几个嘴巴子。另外 ,作为一个无人身自

由的女仆 ,桃丽娜对她自己的解放问题并没有完全

意识到 ,因而 ,她向父权挑战的力度也是微乎其微

的 ,所以作者仅让她被打骂了一顿而已。

相比而言 ,《恨世者》中的赛里曼娜的反抗意识

就显得比较强烈。她是个有知识、有头脑、有财产、

有地位、有信心、有计谋的年方二十五岁的年轻寡

妇 ,她利用自己的姿色 ,对周围凡是对她“有用”的追

求者一概不拒。正像奥龙特所埋怨的那样 ,“她的心

披着一件爱情的美丽外衣 ,竟挨着次序许给了全人

类 !”②她在众多的追求者中左右逢源 ,玩他们于自

己的手掌之中 ,对这些人不屑一顾 ,在她看来 ,他们

简直恶心透顶 ,不值一文。从各种角度看 ,赛里曼娜

都是一个绝对的“现代女孩”,甚至是一个具有“新新

族”特征的高价女孩。她像一朵鲜花在明媚的春光

里快乐地展现自己的千娇百媚 ,希望吸引一切蝴蝶

前来以采蜜的名义举行没有时间限制的舞会。她不

想当百花皇后 ,也无意在来访的客人中选中一个

“最”优秀的归宿 ,她只希望自己当下快乐 ,大家也快

乐于当下。她这种游戏人间、游戏男人的开放意识 ,

使得她在当时的社会中显得格外地鹤立鸡群 ,并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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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众多的诽谤和非议。但是 ,不管人们对她的做法

是否喜欢 ,她都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并在任何险恶的

社会环境中“开心”度日。对于她的这种自强不息的

女性独立自主精神 ,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持赞许和欣

赏的态度 ,所以在她被众多的追求者当面羞辱、丢弃

时 ,作者仍肯定她的魅力和精神 , 让阿尔塞斯特向

她求婚 ,希望她能同自己远走高飞 ,隐居荒漠。然

而 ,赛里曼娜明白这无疑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以

为有恩于她的男人的附庸 ,一辈子要守着这个男人 ,

奴颜婢膝 ,在寂寞冷清中度日 ,这显然违背自己的天

性。因此 ,她断然拒绝了与阿远走隐居的要求 ,而仅

仅是答应与他结婚。在这里 ,她显然违背了夫唱妇

随、妻子的命运完全由丈夫主宰的传统观念。此时 ,

赛里曼娜的行为是对整个男权中心的庄严挑战 ,这

是作为男权代表的阿尔塞斯特和莫里哀所不能容忍

的 ,因而作者让阿尔塞斯特丢弃了赛里曼娜 ,赛里曼

娜无论多有计谋 ,但还是穷途末路 ,最后只能在孤独

中孤芳自赏。这反映了作者妇女观的保守性以及作

为男性作家对自己的男权中心地位的潜意识的维

护。

另外 ,茹尔丹夫人为了行使自己作为母亲的应

得的权利 ,与他的丈夫茹尔丹进行了激烈地斗争 ,但

她仅是就女儿的婚事与丈夫意见不合 ,其他方面还

是听从丈夫的 ,因而作者让她实现了愿望。乔治·唐

丹的妻子昂日丽格却胆大妄为 ,把自己的丈夫视为

愚蠢的傻瓜 ,在他眼皮底下与别人偷情。她还把与

别的男人调情当作是一种消遣 ,说 :“假如只属于一

个男人 ,那就如同是死人。”③她行为的大胆足以让

每个做丈夫的胆战心惊 ,几乎动摇了夫权的统治地

位 ,然而 ,她最终却被作者写成了一个寡廉鲜耻的女

人 ,被列入荡妇的黑名单了。

从上述莫里哀对待他剧中的女主人公的态度来

看 ,莫里哀的妇女观是基于妇女要绝对服从男权 (夫

权)这一基础上的 ,妇女只要遵从这一前提 ,那么她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她们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 ,就会

立即遭到严厉的惩罚 ,赛里曼娜和昂日丽格的结局

就是明显的例子。

其次 ,在莫里哀的作品中 ,还有一批活泼可爱、

娴静乖巧、憨厚单纯的少女形象 ,如《伪君子》中的玛

丽雅娜。她温柔多情 ,却胆小怕事 ,缺乏自主能力。

当她的父亲威逼她嫁给自己厌恶的人时 ,她除了想

到万不得已时自杀 ,就只剩下哭哭啼啼的力气了。

即使在桃丽娜的极力劝导下 ,她仍没有增长多少勇

气 ,一味地求女仆和她的心上人来替自己解除迷雾 ,

丝毫没有想到她自己应该为自己的幸福做点什么。

她的软弱和无能差一点就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

成为父权的牺牲品。在莫里哀剧中 ,像玛丽雅娜这

样的女孩还有《贵人迷》中的茹尔丹的女儿吕西尔、

《悭吝人》中的阿巴贡的女儿爱丽丝、《司卡班的诡

计》中的雅珊特和塞比娜等。作者虽然对她们的单

纯可爱表示由衷的喜爱 ,但对她们的完全被动、无

知、缺乏自立能力深为不满 ,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

争”的意味 ,因而他对阿涅丝 (《太太学堂》)最后的反

抗行为是大为支持的 ,转变后的阿涅丝正是作者期

望中的少女形象。

从作者对这群弱女子的怜悯态度来看 ,莫里哀

是不赞成妇女过于软弱的 ,所以他在喜剧中插入一

些悲剧因素 ,目的是要提醒那些无知柔弱的妇女 ,倘

若再那样下去 ,等待她们的结果有多么可怕。由此 ,

莫里哀的妇女观中有明显的希望妇女不要过于顺从

男权 ,而应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胆识的因素。可见 ,

他对传统男权过于压抑女性的做法表示不满。

再次 ,莫里哀在他的作品中还塑造了一批介于

前两种女性类型之间的妇女形象。这些女性一方面

在骨子里深植着夫权至上 ,严守妇道 ,相夫教子的思

想 ,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独立个性 ,敢于指正夫权

的错误。如艾米尔 ,作为奥尔贡的续弦妻子 ,她通情

达理 ,对奥母十分孝顺 ,对奥的子女关爱有加、亲如

骨肉 ,对奥尔贡也是温柔体贴 ,但当她丈夫愚昧到极

点的时候 ,她就会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巧妙地帮助

丈夫悔悟过来。艾米尔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但她

又不乏睿智 ,对她丈夫的意见也非一味赞同 ,而是敢

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她内心深处 ,对奥尔贡

痴迷于答尔丢夫的愚蠢行为抱以蔑视和极度气愤的

态度。尤其是在《伪君子》第四幕第五场中 ,艾米尔

有意迎合答尔丢夫的行为虽然是在演戏 ,实则有因

奥尔贡对她不信任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报复行为。

作者对艾米尔的行为是满意的、默许的 ,而且很为她

的胆识叫快。再如爱丽昂特 ,她也是作者加以赞美

的对象。她善良、温柔、通情达理、富于理智 ,又有独

立个性。一方面 ,她在有意识地维护男权中心的统

治地位 ,对赛里曼娜戏弄男人的行为表示不满 ,并多

次劝其改正。当赛里曼娜不听她的劝告而自行其事

时 ,爱丽昂特毅然地站到了代表男权的一方 ,对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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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指责。另一方面 ,她又具有母性般包容的爱 ,可以

毫无保留地去爱她所爱的人。在剧中 ,她虽然爱阿

尔塞斯特 ,巴不得他来向自己求婚 ,但当她知道阿尔

塞斯特向她求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爱她 ,而是以此

作为报复别人的手段的时候 ,她毅然回绝了他。她

的这种在关键时刻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勇气以及她

所表现出的理智是十分难得的。因此 ,作者对她大

为赏识。艾米尔和爱丽昂特也是作者理想中的女性

形象 ,为了表现对她们的偏爱 ,作者让她们最终获得

了幸福。

从这类女性身上 ,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心目中

的女性所应具有的美德和行为规范。可见 ,作者理

想中的女性就应该是既恪守妇道 ,又具有独立个性

的女性 ,但这种个性又是基于前一层面上的个性 ,而

非赛里曼娜那样的无视男权的超个性 ,保持了他妇

女观的一致性。

最后 ,在莫里哀的喜剧中 ,还有一类妇女形象对

考察莫里哀的妇女观也是十分重要的。这类女性形

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她们是男权中心的忠诚仆从 ,为

维护男权的权威 ,她们不惜出卖同伴 ,成为比男权中

心人物更凶狠地加害女性的人物。她们中最突出的

代表是《恨世者》中的贵妇人阿尔西诺艾 ,她是一个

年老色衰的女人 ,为了掩饰她无人搭理的空虚而披

上假虔诚的外衣 ,装出道貌岸然的神态 ,到处指责比

她年轻漂亮、有众多追求者的女性。在剧中 ,她由于

嫉妒而指责赛里曼娜 ,遭到对方反击后 ,便气急败

坏 ,有意帮助赛的追求者揭露赛的真实面目 ,欲置其

于死地 ,手段极其恶劣、狠毒。而且除了泄愤 ,更重

要的是企图赚取勾引男人的资本 ,把自己视为随时

随地供男人消遣的玩物 ,摆出一副奴才相。但男人

们对她的回报却是嗤之以鼻 ,正如阿尔赛斯特所说

的 :“倘使我想报仇而别寻所爱 ,我也决不会想到您

身上。”④ 可见作者对这类女人是最看不起的 ,这也

是奴隶应得的命运。从对这类女性的分析中 ,我们

可以看出莫里哀妇女观的进步性和开明性。

综上所述 ,这四类女性形象反映出的莫里哀的

妇女观始终保持其一致性 ,他的妇女观是基于妇女

顺从男权的基础上的。在这一基础上 ,妇女可以有

自由、个性 ,而且作者对此也是极为赞赏的 ,这是莫

里哀妇女观积极性的一面。但若超出了这一前提的

范围 ,则会成为批判的对象 ,这一点又是他妇女观的

局限所在。

二、莫里哀妇女观形成的原因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又同时被文化所创造。文

化赋予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的意义。当作家在选

材、在塑造一个具体而完整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 ,必

然反映出他所属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

态 ,必然打上他所接受下来的文化心理印记。作为

法兰西民族最优秀的喜剧作家 ,莫里哀的世界观中

也必然留有法兰西民族诸种文化形态的深深烙印。

因此 ,要探究莫里哀妇女观形成的原因 ,就必须从十

七世纪法国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去追根溯源。

十七世纪是一个要求秩序、比例、平衡、均衡、和

谐的时代 ,它要求人们在各个方面都要保持和谐均

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

到社会的安定 ,因而 ,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严格家庭纪

律 ,封建家长制在此时就尤为流行。之所以会出现

这种状况 ,有它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哲学上 ,以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是这个时期的

思想主流。笛卡儿强调理性 ,认为理性是先天的、永

恒的 ,既是知识的唯一源泉 ,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在对人的研究上 ,笛卡儿认为应以“理性”和“意

志”来控制感情冲动。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 ,

并认为人的情欲会使人抛弃真理 ,破坏理性 ,因而要

求以理性支配意志 ,以意志支配感情。这样 ,笛卡儿

的唯理论思想就赋予理性以绝对权威 ,而把人的生

命感情压制到底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十七世

纪法国公民普遍推崇理性 ,克制情欲 ,形成了以理性

为评判道德尺度的风尚。如高乃依的《熙德》受到法

兰西学院的非议 ,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容忍高乃依

让施曼娜嫁给杀父仇人 ,指责高乃依赋予他的人物

一种“不正常的天性”,有违理性 ;指责施曼娜“爱得

太过火”、“不成体统”、“有违妇道”。其实 ,高乃依招

致的这些批判 ,无非是因为他过多地肯定了个人爱

情 ,没有把理性和荣誉置于绝对的高度。

十七世纪的法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势力统治猖獗

的国度。当时 ,法国政府当权首相黎希留本身就是

宗教的最高统治者 ———巴黎红衣大主教。这样 ,国

家政权和宗教势力相互勾结 ,牢牢地钳制住了人民

思想的喉结。据陈振尧的《法国文学史》记载“十六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 ,天主教内顽固反对

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是耶稣教会。这个宗教集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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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年为培训司铎而创立的奥拉托利会在十七世

纪几乎掌握了全部学校教育。”⑤这样 ,基督教神学

思想自然会成为施教的主要内容。基督教的权威、

等级和秩序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节制、顺从、

禁欲等精神也必然被深深注入人心 ,发扬光大。莫

里哀的父亲是一皇家室内陈设商 ,自幼家境富裕 ,又

是长子 ,因而 ,父亲对他的期望很高 ,很小的时候就

送他上了由耶稣教会主办的、在当时巴黎最有名气

的克雷蒙中学。因而 ,可以说莫里哀从小就受到了

基督教禁欲主义思想的熏陶 ,为他日后世界观的形

成埋下了伏笔。

另外 ,贞操观早在男权高度发展的古罗马奴隶

社会就已得到确立 ,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渐完善。

在内容上对妇女生理、精神和行为诸方面作了繁文

缛节式的全面具体的严格的规定 ,成为奴役广大妇

女的精神枷锁。一切与贞操观相悖的思想与行为统

统被冠之以“淫”的罪名而不能见容于社会。女性的

美往往带有“淫乱”的恶果 ,也便失去了其原先楚楚

动人的光彩 ,而变成一种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

物”和“祸端”。法兰西民族本身就是拉丁民族的一

员 ,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又是极端地顶礼膜拜 ,作为古

希腊、罗马文化一部分的有关妇女的贞操观也必然

会被接受。因而 ,由于贞操观过早地形成 ,这就使得

妇女的地位日渐剧降 ,朝不如夕。到了十七世纪 ,虽

然经历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熏陶 ,但妇女的地位

仍没有好转。当时 ,法国中上层社会的妇女在家庭

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姑娘们到 14 岁就出嫁 ,根据门

第高低、嫁妆的多少 ,遵照家长们的安排 ,与门当户

对或社会地位相当却从未见过面的男子结婚。而

且 ,当时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时采取双重的教育观 ,对

儿子放任自流 ,一任其随处寻花问柳 ,而对女儿 ,则

严加管教。女儿如若不听父母之命 ,就会被送进修

道院。此外 ,当时也没有女子学校 ,家境比较宽裕的

姑娘们只能在修道院接受教育 ,学习基础知识和音

乐、绘画等技能 ,但更多的是教育妇女如何相夫教

子 ,怎样严守贞操 ,洁身自好 ,作一个贤妻良母。正

如《太太学堂》中阿诺尔弗给阿涅丝的那本《嫁夫格

言》中所说的 ,要让姑娘们知道“不管日前情况如何 ,

应当牢记在心里的是男子娶她完全是为了自己。”⑥

莫里哀在作品中对当时社会看待妇女的看法亦多次

谈及 ,如《太太学堂》中阿诺尔弗对阿涅丝进行说教

时说 :“你们女人天生是依附于别人的 ,我们男子才

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世界上的人男女各占一半 ,

这两个一半可一点儿也不平等 ,这一半至高无上 ,那

一半隶属服从 ;这一半应当完全听从那一方的支配 ,

因为那一方是发号施令的。”⑦他还威胁阿涅丝说 :

“地狱里安排了滚烫的开水锅 ,把生活放荡的女人扔

在里面 ,一辈子也不得出来 , ⋯⋯如果你竟不守妇

道 ,你的心灵就会像煤炭一般黑 ,在众人面前 ,你将

被看作一个可怕的怪物。”⑧不仅作为上层社会代表

的阿诺尔弗持此看法 ,就连处于社会下层的一个普

通的男仆阿兰 (《太太学堂》)也说 :“女人好比男人的

那碗汤 ,一个男人只要看见别的男人要把手指伸进

他那碗汤里 ,就会立刻暴跳如雷。”⑨。 可见 ,当时

的男人们普遍把女人视为男人的附庸和私有财产 ,

并蛮横要求妻子为他保守贞操。莫里哀就成长于这

样的大环境下 ,可以说 ,他的夫权思想早已潜移默化

地深植于他的思想观念中 ,是他自己都无法克服的

无意识观念 ,这就成为他日后因自己在婚姻爱情的

不幸中感到莫大痛苦的深层原因。

上述就是莫里哀之所以会形成基于妇女顺从男

权的妇女观的深层文化原因。但同时 ,莫里哀毕竟

生活在经文艺复兴个性解放思想冲击过的十七世

纪 ,他的思想中必然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子。在剧

本中 ,他通过奥拉斯 (《太太学堂》) 之口说出了他的

反对男权过于压抑妇女的看法 :“狠心摧残一个如此

可爱的心灵 ,只一心想闭塞她清楚的头脑 ,使她永远

处于愚昧无知之中 ,难道不是一个应受惩罚的罪

恶 ?”⑩在他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 ,他思想中的人文

主义光辉也多处表现出来。莫里哀原名让·巴蒂斯

特·波克兰 (1662 —1673) 是一个富裕的皇家室内陈

设商的儿子。莫里哀小时候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

育 ,长大后 ,他违背了父亲让他继承父业的宿愿 ,而

是着迷于戏剧 ,并决定为此奋斗一生。1942 年他邂

逅了在他早期事业中给予他巨大帮助的金发少女玛

德莱娜·贝雅尔 ,并很快爱上了她 ,使她成为自己的

情人。之后 ,他加入由玛德莱娜·贝雅尔组建的“盛

名剧团”,但由于经验不足 ,剧团开张后不到一年 ,就

负债累累 ,濒于瓦解 ,致使作为领班的莫里哀两次入

狱 ,他被父亲保释出狱后 ,重新召集原来剧团的忠诚

人员 ,组成一个剧团 ,开始了他长达 12 年的外省流

浪巡回演出生涯。12 年中 ,莫里哀学到了众多的技

艺和演出、组团经验 ,为他返回巴黎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在 1652 —1653 年间经过里昂时 ,莫里哀的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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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一位新人 ,那就是年仅 9 岁的由玛德莱娜带来

的自称是“妹妹”的阿尔芒德 ,其实 ,阿尔芒德实际是

玛德莱娜在认识莫里哀之前与她的情夫莫代纳伯爵

艾斯普里·德·雷尔的私生女 ,这位伯爵曾答应等日

后要娶她为妻 ,但伯爵夫人死后 ,伯爵却背信弃义 ,

怎么也不肯让一个戏子出身的女人做伯爵夫人 ,并

遗弃了她 ,另寻他欢。玛德莱娜只好把女儿托人寄

养 ,对外宣称是“妹妹”。莫里哀见到了这个小女孩

后 ,非常喜欢她 ,并有意精心培养她 ,她自己也希望

将来成为一个演员。于是 ,莫里哀就在剧团演出时

让她担任一个小角色。从在里昂接受阿尔芒德之日

起 ,经过近十年的共同生活中 ,阿尔芒德已经长成为

一个成熟的少女了 ,莫里哀真心爱上了她 ,并于

1642 年 2 月 20 日与她结婚 ,当时莫里哀刚满四十

岁 ,而阿尔芒德年仅 20 岁。但阿尔芒德容貌并不漂

亮。她嘴很大 ,眼睛却很小 ,但她穿着时髦 ,半裸着

身子站在那儿 ,显得风姿卓越 ,非常迷人。莫里哀在

《贵人迷》中通过主人翁、求婚者克莱昂特与他的听

差之间的对话 ,为他所追求的吕西尔 ———也就是阿

尔芒德画了像。克莱昂特 ———莫里哀说 ,吕西尔

———阿尔芒德“眼睛虽小 ,可是里头一团火 ,我从来

没有见过像她那样水汪汪的、亮晶晶的、妩媚动人的

眼睛”�λϖ
;她嘴大 ,“可是没有一个人的嘴巴有她的嘴

那样可爱 ,这是世上顶销魂、顶逗人爱的嘴了 ,我不

看则已 ,一看就动心”�λω ;她个子不高 ,“可是又轻盈、

又匀婷”�λξ
;还有她说话、做事的神气都“别具风韵 ,

而且姿态美妙 , 我就说不出来有什么在勾人的

心”�λψ
;她还“有的是才情 ,不但俊逸非凡 ,而且精细入

微”�λζ可见 ,莫里哀对她着迷有多深 ,而且阿尔芒德作

为演员也确实演技出众 ,她能以不同的语气来表达不

同的角色 ,声音语调都十分动人 ,在舞台上表演自然 ,

姿态优美 ,哪怕一个小动作 ,像整整头发 ,弄弄花结或

首饰什么的 ,都能传达出剧本的丰富内涵。

然而 ,毕竟两人年龄相差太大 ,莫里哀一心一意

地爱他的年轻妻子 ,千方百计讨她欢心 ,甚至达到了

忘我地爱她的地步。但阿尔芒德似乎并不爱她这个

日益年迈、病魔缠身的丈夫本人 ,而是爱他的成功给

她带来的荣耀和有名望的男人对这位剧作家夫人兼

演员的赏识。她像许多聪慧伶俐、打扮漂亮、获人喜

爱的女演员一样 ,十分娇气 ,喜欢人们的奉迎、夸张 ,

还爱风流男性向她献殷勤。在这样的氛围中 ,她有

可能被冲昏了头脑 ,得意忘形 ,投入异性的怀抱。阿

尔芒德行为的不检点 ,让莫里哀承受了巨大的精神

痛苦和强大的外部舆论压力。他对她既爱又恨 ,拿

她毫无办法。他们夫妻之间也常常因此闹纠纷 ,曾

几度分居。但莫里哀怎么也克服不了对她的强烈的

爱 ,没几天就又言归于好 ,到最后就只能充耳不闻 ,

听之任之了。实际上 ,阿尔芒德虽然出于年轻女子

爱慕虚荣的虚荣心使她行为上有失检点 ,但在一些

别的重要方面 ,特别是在对待丈夫的事业上 ,她却的

确是表现出了竭尽忠诚和维护的品德。由此 ,莫里

哀在爱情婚姻中的所得与所失对他的妇女观的形成

有重大影响。他对妇女的看法很大部分来自于他对

自己爱妻的看法与希望。他喜欢有个性、聪颖可爱

的漂亮女性 ,就像对他的妻子的爱那般 ,但他又无法

摆脱他潜意识里的夫权思想和强烈的占有欲 ,天真

地希望妇女能尊重丈夫 ,为他们严守贞操。作者在

现实中无法实现这一点 ,他就把它写进作品 ,寄托他

的理想 ,艾米尔正是他理想中的妻子的化身。

总之 ,莫里哀在现实生活中为我们演出了一曲

优美的“女性神话”,而在他的作品中 ,他却由在生活

中对热爱的女性束手无策的变为一个严厉的惩罚

者 ,惩罚那些行为不端 ,侵犯男权中心的女冒险家 ,

为自己内心的不满报了仇 ,并塑造了一批他理想中

的女性形象。可见 ,莫里哀的妇女观从总体上来说

是基于妇女顺从夫权的妇女观 ,他的妇女观的形成

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

来衡量莫里哀的妇女观是进步还是落后 ,因为正如

尼采所说的“在道德的法庭上 ,人生不可避免地永远

是败诉者 ,因为他在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λ{

注释 :

①②③④⑥⑦⑧⑨⑩�λϖ �λω�λξ �λψ �λζ (法国)莫里哀

《莫里哀喜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238

页、第 211 页、第 403 页、第 212 页、第 32 页、第 31

页、第 31 页、第 20 页、第 40 页、第 477 页、第 477 页、

第 477 页、第 477 页、第 477 页。

⑤陈振尧主编《法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1989 年第 90 页。

�λ{ (德国) 尼采《道德的谱系》,三联书店 ,1992

年第 86 页。

审稿 :王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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