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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瓦格纳式

主导动机的借用
◎袁 晶 李晓莉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2）

摘 要 作为“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菲茨杰拉德对音乐性的运用是其一大特色，本论文从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

主导动机在小说中的借用着手, 以此来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音乐方式，如何增强小说主题思想的震

撼力和艺术表现力。此研究不但有助于读者深刻了解人物性格,而且对深入理解菲茨杰拉德小说提供了崭新的音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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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菲茨杰拉德是当时美国社会最璀璨，最绚丽的爵士乐时

代中敏锐超然的洞察者，凭借他那细腻哀婉，深沉凝练的笔

调准确细腻地描绘了从一战结束到经济危机爆发的十年间

美国社会，这是属于这一代迷惘，放荡不羁而又焦躁不安的

人的噩梦，把自己细腻独到的见解与文章的艺术形式紧密相

连。在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丰富的想象力和饱含

浪漫情感刻画出了那个时代的芸芸众生相，刻画了一位有灵

有肉的生活在梦中的人物形象盖茨比。本论文将从他对德

国着名音乐家瓦格纳的主导动机的借用着手来解读《了不起

的盖茨比》中塑造丰满人物形象的音乐方式，如何增强小说

主题思想的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

二、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艺术内涵及特色

瓦格纳作为一名极具创新和实验精神的改革者，是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优秀的

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和戏剧作家。在瓦格纳的音乐道路上，

他的奋斗目标是纠正传统歌剧的弊端，进而打破传统歌剧的

束缚，最终成功地将传统歌剧转变为宏大规模，集戏剧性、标

题性为一体的带声乐交响乐，并推陈出新，创造了一种独特

的歌剧形式——“乐剧”(Musikdrama)。其美学实质为赋予多

个主题材料(它们互相之间可以有所关联)以角色的意义，通

过对这些主题材料的贯穿运用、变形处理、分合交错来表现

角色的发展、转变和交往，从而将他律性的戏剧内涵投射在

自律性的音乐材料运作之中，使得戏剧与音乐密切相关，以

展示整体艺术品的有机交融、多元为一的理念。

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由一种表示特定意义的简短的旋律或

乐曲构成，这些旋律象征特定的人或事或物。随着作为核心

的主导动机不断变化展开，这些主导动机所象征的对象就被

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当不同的主导动机出现时，则意味着特定

人物的出场或事件的发生，主导动机的反复重现以及在变化

中呈现的和谐统一可以产生强烈而深刻的舞台戏剧效果。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借用

本文在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启迪下将瓦格纳乐剧中的主

导动机变通为反复出现在文本中的意象，使其与特定的人或

物形成固定的联系，从而塑造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的情感，

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主导动机在文本中的反复出现能够让

读者产生联想，使之与相关的人物或情节联系起来，对塑造人

物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妙，本论文将对瓦格纳式主导动机的借

用之于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

（一）人物塑造

黛西是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角，她漂亮迷人娇

媚浪漫，但道德堕落，沉溺享乐，内心空虚，其最主要特征可

以概括为金钱至上。小说通过对黛西的声音以及她的色调

这两个主导动机，惟妙惟肖地把黛西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深刻揭露了黛西的内在本质，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1）声音。《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是一部用来“读”的小

说，更是一部用来“听”的小说。小说中的大量声音描写，包

括赋予静物以声，创造出一种恰如蒙太奇的艺术效果。

黛西作为拜金主义者，有关她的声音的主导动机贯穿于

整篇小说。初次出场，作者就用不惜笔墨地描写她的声音：

“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这是那

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一组你终生再也难

以听到的优美音律。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

采、明媚的眼睛和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但是她的声音里有

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无法忘记

的。”这种令人神魂颠倒的声音仿佛成为了黛西的代名词。

再如文中其他关于黛西声音的描写，“它里面充满了钱

币的叮当声，这正是那抑扬有致的嗓音具有永久的魅力之所

在，因为它是钱币那银铃似的声响，它是对金钱的最高亢的

赞歌，她是白色宫殿里的高高在上的国王的女儿，那位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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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公主”如此动人的声音却还是拜倒在金钱的魔力之下，没

有金钱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征服这个声音。在爱情与

金钱的天平上，她早已倾向于金钱的一边。黛西的声音作为

一种意象在小说中被反复描写，一次又一次地在读者的心灵

烙上深深的印记。

（2）白色。白色是小说中刻画黛西的主要色调，这一主

导意象的反复出现所产生的讽刺效果强烈而又深刻。尼克

在汤姆家中第一次见到一袭白衣的表妹黛西，她身上散发的

白色光芒甚至使整座房子都弥漫着舒缓的浅色调，而正是这

看似纯洁的白色成为了盖茨比迷恋一生，却最终无法企及的

梦，仿佛一位圣洁的女神。但她的灵魂早已被金钱腐蚀，污

迹斑斑。

白色代表着空虚冷漠，在黛西美貌空洞的外表之下，隐藏

的是道德以及价值观的沦丧。盖茨比为她耗尽了所有的激情

与热血，甚至生命，在盖茨比孤独而冰冷的尸体还浸泡在游泳

池时，黛西却回到了丈夫的身边一起远出旅行。黛西象征着

“爵士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以及资产阶级堕落的价值和道德

评判标准，乃至绚丽“美国梦”的破灭所导致的荒原景象。

（二）场景烘托

小说中的意象并非象征主义惯用的那种神秘莫测或隐

晦难解的文字，而是充满着写实主义风格，表现为以具体事

物表抽象意义。这种象征手法在小说中反复再现，烘托场景，

升华主题，本文对场景烘托的分析将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

（1）音乐（歌曲及舞曲）。音乐（歌曲及舞曲）音乐是一个

时代的象征、精神风貌的再现。烘托氛围、塑造人物、升华主

题或是评价反思都是音乐在小说中的作用，也是作者意志的

延伸。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爵士乐的鼎盛时期，这时的音

乐充满着怀旧、理想主义、渴望、越轨和堕落，而这些特征就

集中体现在盖茨比身上。

音乐这一主导动机对场景的烘托以及情节的推动起到

了极大的作用。当尼克从乔丹那里得知盖茨比的计划时，儿

童合唱歌曲《阿拉伯酋长》响起在耳畔，盖茨比只有财富才能

与奢华的阿拉伯酋长媲美，但对于爱情，他却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在小说中的第二个派对中，当黛西即将离开时，小说

中的背景音乐是“哀怨动人”的小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

虽然黛西心有不舍，但依然陶醉在缠绵婉转的旋律之中，因

为“正是在盖茨比的晚会的随随便便的气氛之中，就有她自

己的世界中完全没有的种种浪漫的可能性”，这为她提供了

无限遐想的空间，但她最终还是选择离去。曲终人散预示着

爱情的终结，从此盖茨比就开始走上了不归路，正所谓曲终

人散事更哀。

（2）眼睛。在小说中，艾克尔伯格眼睛的巨幅广告画这

一主导动机共出现了六次，可见此意象在小说中的突出意义。

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不仅见证了灰土谷毫无生机的生活，

见证了汤姆与威尔逊太太对自己奸情的无耻炫耀，也见证了

惨死在车下的威尔逊太太以及冷酷逃离的黛西。作者通过

威尔逊的话道明了广告牌上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的象征意

义，把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比喻为上帝的眼睛或许有些荒诞，

但在这样一个金钱与享乐麻痹人们心灵的时代，上帝也不过

是看似伟大实则对罪恶无能为的广告牌而已。在小说中，这

双巨眼虽然“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却显得“黯然无光，

大而无神”，让人毫无希望，它象征着正在远离人类的上帝对

堕落放纵的人类的抛弃以及对不法现象的漠视。在这样一

个人们蔑视道德法律，放荡不羁，人情淡漠，世态炎凉的时

代，菲茨杰拉德作为一名有敏锐的智者，清醒地意识到上帝

的眼睛无所不在，正义的力量在这混浊世界虽然显得单薄，

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3）绿灯。“绿灯”这一意象作为另一突出主导动机在文

本的情节发展高潮处出现了三次，对解读主人公盖茨比的人

物性格尤为重要。在西方文化中，绿色的内含丰富多样，不

仅象征新生的希望、驰骋的自由之外，而且还象征着朝气蓬

勃的青春和永恒的信心，绿色仿佛是盖茨比的一生的色彩。

长岛码头黛西家尽头那盏绿灯在盖茨比看来是他未来

幸福的象征。然而在盖茨比追逐幸福的过程中，却觉得无限

渺茫。盖茨比在月色朦胧的夜晚站在草坪上，“他奇怪地朝

那黑黝黝的海面伸出双臂。虽然我离他很远，但是，我敢发

誓他的身子在发抖。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朝大海望去——暮

色苍茫中唯见一点绿色的灯光在遥远的码头那边闪烁着。”

绿灯不仅象征着他不可企及的梦想，还象征着他对未来的憧

憬和希望，盖茨比孤独地注视着它，仿佛要拥抱这盏象征着

他心中爱情与梦想的绿灯。文本中绿灯的描写细致而微茫，

也从另一个层面暗示着盖茨比梦想的实现是如此渺茫。

在小说的第五章，作者第二次提到“绿灯”。在尼克家，

盖茨比和黛西邂逅之后，盖茨比邀请黛西参观他的豪宅，虚

荣的黛西垂涎盖茨比的财富而对盖茨比表现好感，使盖茨比

误认为他能够实现长久以来拥有黛西的梦想，此刻的黛西已

近在咫尺，但是盖茨比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吗？在女主角黛西

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下，盖茨比为之付出努力的所有梦想注定

要化为云烟。

第三次出现绿灯是在小说的结尾处：“盖茨比信奉这盏

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尼克

在盖茨比死后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盖茨比与绿灯的

联系似乎已经割裂不断了，借绿灯这一主导动机象征着盖茨

比的希望。与此同时，绿色也是美元的颜色，绿灯这一主导

动机也象征着盖茨比对财富的追求。在小说中，绿灯贯穿盖

茨比的整个生活，这盏绿灯给他希望和指（下转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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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和责任心的福斯特在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表达

其对英国中产阶级生存和精神状态的担忧。在剖析了多组

二元对立的矛盾后，福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用两个

词来概括，便是“自由”和“爱”。福斯特曾经这么评价自己“我

属于维多利亚时期处于没落阶段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讲

求博爱、仁爱，宣扬人性，倡导自由的理念，继承和发扬了文

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福斯特将自由与爱的观

点贯穿于整部小说，试图告诫麻木、伪善的英国中产阶级“人

类除了自由的愿望之外，还有另一种愿望，这就是爱的愿望，

两者的结合，或许会带来某种东西的诞生”。这不仅对于当

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有着警醒和启示的作用，还将对整个人类

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因为“自由”与“爱”是永恒的主题，是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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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7 页）则是有意识地为“恶”呐喊，认为反抗旧习俗

的“恶”才真正伟大。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说的：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较起来也是很肤

浅的，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这句话

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

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

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

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

为对旧的、日益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

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

婪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

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在《天堂还是地狱》中，当姑妈们“堕落”撒谎时，她们为

了拯救病人不畏陈规陋习的威胁，不顾内心挣扎的痛苦，在

今天看来是一种善，是人性的伟大，它给病人带来了希望的

曙光、与病魔战斗的力量。姑妈们的“堕落”犹如凤凰涅磐，

给她们带来了重生。正因为如此，亚当夏娃最终可以彻底地

忏悔，姑妈们却发现她们已经不可救药，无法忏悔，而这正意

味着她们彻底地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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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弥尔顿著，朱维之译.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7]郑天星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北京华文出版

社，1991.

(上接第 45 页）引，让他感到希望是唾手可得，又是那样的渺

如仙境，可望而不可及，最终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绿灯消失在

盖茨比眼前了，通向梦想的旅途从此变得一片漆黑。绿灯在

作品中的意义深刻而复杂，从表层上看象征着必然破灭的梦

想和希望，但从深层上看却象征着一种进取拼搏精神，盖茨

比对自己的梦坚信不疑并始终如一努力地去追求，这种精神

正是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和作者所赞赏和推崇的。“绿灯”这

一主导动机升华了整部作品的主题，起到了旗帜的作用。

四、结语

音乐能够借助声音传递感情，而文学则通过文字展现人

生，两种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瓦格纳的启发，菲茨

杰拉德成功地将主导动机变通为一种塑造人物，烘托场景的

技巧，把声音和颜色作为主导动机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乐曲，

眼睛以及绿灯的主导动机描写烘托场景，使得小说整体结构

超越了小说传统意义上的微观透视范畴，表现出意境悠远的

宏观透视美感，为自己的文学作品营造出了一个别具匠心的

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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