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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其中 ,对于女性气质的争议一直很 激烈。在弗吉尼
亚 · 伍尔夫 的代表作《到灯塔 去》中 ,作者通 过莉丽· 布 里斯科对 女性气质从 抛却到认可 再到超越 的心路历
程 ,揭示了女 艺术家在男 性占主导 的社会中为 实现自己 的理想所经 历的艰难 和困惑 ,以及女性 主义的真 谛。
指出只有培养双性头脑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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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伦比 亚大学 女博 士米 莉特 ( Ka te M illett )于 1970

流小说 大师。 而就女 性主义批评 的理论而言 ,早在 20年

年 发表了《性的政 治》 ( Sex ual Politics ) ,对 弗洛依 德进行

代初 ,她就针对妇女 与小说发 表了许多文 章 ,最 负盛名的

了有 力的抨 击 ,并着重 揭示 了传统 的女 性文 学形象 对妇

是 她的《一间自己 的屋子》 ( A Room of One 's Own ) ,在西

女的欺骗与毒害作用。 她在剖析了梅 勒、米勒和劳伦斯等

方被 奉为女 性主 义文学 批评 的经典 之作 ,常 被论者 所引

著名 作家作 品中 的女性 形象 之后得 出结 论: 男性作 家笔

用。 这“自己的屋子”不仅指女作 家的居住空间 ,它还象征

下的 女性形 象尽 管千差 万别 ,可终 究摆 脱不 了伊甸 园中

着妇女自己的文学空间。 弗吉尼 亚· 伍尔夫指出 ,女性有

那个依附于亚当的夏娃的影子。 他们 这样做 ,完全是从维

自己 独特的 处境 和观察 事物 的角度 ,倘 若女 作家不 能摆

护传 统的男 性文 化的统 治地 位出发 ,是 为了 阻止女 性获

脱男性批 评标准的支配 ,勇敢 地探索自己 独有的世 界 ,自

得知识和力量 ,以便将她们永远置于男性的掌握之中。 这

我就不能得到真实的表现。 妇女 要摆脱在文学创作上 (和

种论述 ,虽不乏片面和偏激之处 ,然而 ,笔者认为 ,其基本

生活中 )受 歧视 的 地 位 ,她首 先 必 须建 立 自己 的 批评 标

观点是成立的。

准 ,为妇 女的 自由创 作 —— 和自 由生 活— — 开 辟一 间自

纵 观英美 文学 史 ,涉 及到 妇女 形象的 文学 作品 俯拾

己的房间。

即是。 从 17世纪到 19世纪 ,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多是

弗吉尼 亚· 伍尔夫的 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必 然会体现

贤 妻良母、贞 女、情人等 ,妇 女总是 以这 样或 那样的 形式

在她 的文学 创作 实践中 ,特 别是使 她登 上成 功巅峰 的代

沦为 男人的俘虏、牺牲品或 附属品。 甚至照 着“传 统女性

表作《到灯塔去》。

叛逆者”光环的简 · 爱 ,最 终也或多或 少地回到了 夏娃的

这是 一部作者倾 注心血的准 自传体意识 流小说。 小

角色。 到 20世纪初 ,一些先知先觉、思想深邃的女作家崛

说以 到灯塔 去为 贯穿全 书的 中心线 索 ,写了 拉姆齐 一家

起 ,她们打破了传统 对妇女的 规范 ,对 女性的角色 进行了

人和 几位客 人在 第一次 世界 大战前 后的 片段生 活经 历。

新的探索 ,并超出了 文学的界 限 ,致力 于将妇女同 整个人

拉姆 齐先生 的幼 子詹姆 斯想 去灯塔 ,但 却由 于天气 不好

类的 状况联 系起 来 ,寻 找一 种使女 性和 男性 在未来 生活

而未能如愿。后大战爆发 ,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战后 ,拉

中生活得更加美好的途径。

姆齐先生携带一双儿女乘舟出海 ,终于到达灯塔。 而坐在

在 这些先 知先 觉的女 性作 家中 ,最令 人瞩 目的 莫过

岸边画画 的莉丽· 布里斯 科也正好在 拉姆齐一 家到达灯

于英 国小说家 兼文学评论 家弗吉尼亚 · 伍尔夫 ( V irginia

塔 的时候 ,在 瞬间的 感悟 中 ,向画幅 中央 落下一 笔 ,终于

Wo olf, 1882- 1941)。 作为作家 ,她是 20世纪初风靡欧

画出了多 年萦回心头的 幻象 ,从而超越自 己 ,成 为一名真

美的 意识流 小说 的开山 鼻祖 之一 ,是文 学界 公认的 意识

正 的艺 术家。 全 书并无 起伏 跌宕的 情节 ,内 容分三 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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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依 次为: 窗 ; 时光流逝 ;灯塔。 最 主要的 人物拉 姆齐夫

产生困 惑 ,对自 己的能力产 生怀疑。 长期 以来 ,男性认为

人后来死去 ,其实际活动仅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 关于她

艺术是他 们的当然领地 ,女性 的世界是她 的家庭 ,相夫教

的一系列 描述 ,是以 作者本人 的母亲为生 活原型的 ,而拉

子是 其天职。 女人理所 当然要服从 于男性的 需要 ,“在你

姆齐先生则有作者父亲的影子。 此外 ,作者着墨最多的是

把我 所要求 的东西 给我 之前 ,你休 想动 笔。” [ 4 ]( P362) 现 在 ,

莉丽· 布里斯科。 表面 上看 ,莉丽语言寥 寥 ,其主 要行为

她们却要 走出家庭 ,在各个领 域要跟他们 平分秋色 ,男性

主要 是为拉 姆齐 夫人作 画 ,但该人 物的 思想 活动相 当活

感到自 己的权威地位 受到了威胁 与挑战。 他们 想方设法

跃 ,作者 以自己 为原 型塑造 了这 个人 物 ,并 “为小说 结构

要 阻挡女 性的 进步 ,所以 ,每 当莉丽 拿起 画笔的 时候 ,以

安排了 潜在的双重线 索和复合 层次。 … … 莉丽这 个人物

拉姆 齐先生 为代 表的男 性势 力就无 形地 向她压 来 ,她觉

既在这部 小说世界之中 ,又在 它之外 ; 拉姆齐一家 的经历

得“灾难和骚乱无时无刻不在向她逼近”:

是 第 一层次 的故 事 ,莉 丽所 体现 的`艺 术— 生命’ 主 要是

让他 (指拉 姆齐 先生 )站在 五十 英尺之 外 ,即使

第 二 层 次 的故 事 , 是 包裹 在 小 说 外 面 的又 一 部 小

他没对 你说话 ,甚至没有 看见你 ,但他的影 响渗透弥

。下面 ,

漫 ,压倒 一切 ,他 把他的 影响 强加 于你 ,叫 你无 从回

笔者 试以伍 尔夫 对莉丽 内心 世界的 剖露 ,探 索一下 这个

避。 他的存在改变了一切。 她看不见那些色彩 ,她看

人物 —— 或曰作者本身的 — — 心路历程 。

不见那些线条 [ 4] ( P361) 。

说。” [ 1] ( P237) 莉丽“应该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

[ 1] ( P235)

弗吉尼 亚· 伍尔夫在 回忆自己的 写作历程 的时候也

一、困惑
进入 20世纪的 现代社会 普遍存在一 种社会无意 识。

说 ,如 果她父 亲活 着的 话 ,“那么 ,没 有写 作 ,没有 书。”生

这是 一种社 会绝 大多数 成员 共同被 压抑、而 且未被 意识

活在 男性中 心世 界的女 性被 剥夺了 受教 育的权 利 ,在父

到的 内容 ,即在 普遍精 神中 与社会 不允 许认 识的那 一部

权制社 会里 ,女 性处于第二 位 ,她 们服务于男 性。 在她们

分受压 抑的经验。 社会无 意识反映出 被意识形态 压抑的

还是 小女孩 的时 候 ,就 不被 允许同 她们 的兄 弟一起 去上

不仅是人的本能 ,而且也是由社会矛盾所产生的痛苦。 社

学。

会 规范了 人们 应做什 么 ,不应 做什么 ,应 想什么 ,不 应想

而传 统妇女则是传 统的社会无 意识的代 表 ,是“工具

什么 ,甚至还决定了 人们应该 怎样想和不 应该怎样想 ;不

化的”女人。 她们深受其害 ,却蒙 昧不醒 ,以自己所接受的

仅规 范了思 想的 内容 ,而且 还规范 了思 维方 式和语 言表

错 误价值 观审 视、辖 制同 性 ,歧视那 些有 主体意 识、敢于

达形式 。 在这种社会无意 识的强制下 ,具有自由意识的

抵抗 传统社 会无 意识的 女性 ,甚至 企图 垄断 控制其 他女

人 , 并 切 望 用 “用 一 种 过 去 从 未 用 过 的 方 式 来 描 写 女

性的意 识。 她们所代表的 社会无意识 像绳索一 样套在女

性”

人的脖子上 ,试图窒息她们的每一个自发思想和行为。 在

[ 2]

[ 3 ] ( P183)

的人必定会陷入困惑 ,痛苦不堪。莉丽· 布里斯

科正是在这种痛苦中认识社会 ,并用画笔描绘女性的。

传 统的社 会无 意识的 重压 下 ,她们蒙 昧失 语 ,丧 失自 我 ,

社会施 加给莉丽的困 惑和痛苦来 自男性和传 统妇女

无意 识地接 受女 人不如 男人 这一社 会偏 见 ,生活在 幻想

两个方 面。 她首先遇到的 干扰是男权 文化中心的 贬抑与

的世界里 ,模仿男权 社会要求 她们的角色 ,甘居 社会配角

排斥。 塔斯 莱 ,这位 自高自大 的学究 ,对女性抱着 近似敌

的地位。 人们不能想象 ,拉姆齐夫人会整个早晨站在草地

意的歧视。 女人们的话题在 他看来非常浅薄、无聊、庸俗 ,

上 绘画 ,或者躺 在那儿看 书。 在《妇 女的职业》中 ,弗吉尼

“一年到头 ,她们从来也 得不到什 么有价值的 东西。 她们

亚 · 伍尔夫描述了像 拉姆齐夫人 这样的“家庭天使 ”: “她

什 么也不干 ,光是说、说、说 ,吃、吃、吃。 这全是女 人的过

具 有非常 强烈 的同情 心 ,具有 非常的 魅力 ,绝对 地无 私。

错。 女人利用她们所有的魅力和愚蠢 ,把文明给搞得不成

她擅长 于家庭生活中 的那种困难 的艺术。 每一 天她都在

所以 他断然 声称: 女人 不会 绘画 ,女人 也不

做出牺牲。 … … 她没有 自己的愿望 ,从没想到过自己。”这

能写作。 塔 斯莱的观点代 表了许多对 女性抱敌视 态度的

样 的“家庭天 使”对女性 的解 放是极 其有 害的 ,因为 她总

男性知识分子的看法。例如 , 19世纪的美国作家纳撒尼尔

在你耳 边说: “你是个 年轻女人 ,… … 请多 点儿同情 心 ,温

· 霍 桑就认 为女 人根本 就不 具备写 作的 头脑 ,女人 进入

柔些 ,哪怕谄媚和欺 骗也罢 ,要用上你 们女人所 有的技巧

文学领域 不仅是一种不 幸 ,而 且是一种罪 恶 ,女人 写作的

和诡计。千万别让人猜测出你有一颗自己的心灵。而更重

威胁 性是巨大的 ,文学妇女是 “沾着 墨水的阿马 宗” ,通过

要的是 ,要纯洁。”

实 际 的 压力 排 挤 她 们的 男 性 对 手 ,妄 图 占 有所 有 的 领

现代女性寻求自身解放所遇到的最大 障碍。

样子。”

[ 4] ( P291)

[3 ] ( P91)

这些“家庭天使”同男性一起 ,成为

域 [ 5]。 杰拉德· 曼利· 普金 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 ,声称

在 妇女们 经过 艰苦的 斗争 ,终 于有了 初步 的物 质基

艺术家 最本质的素质是 “熟练 的技巧 ,这种技巧是 一种男

础后 ,她们开始拿起笔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弗吉尼

性天 赋 ,是划分男 人和女人的 分界线” ,“男性才具 备创造

亚· 伍尔 夫描述此时的妇 女像是多年 来躲在岩 石阴影处

天赋” 。尽管莉丽以实际行动对此进行了驳斥。但是 ,塔

的奇怪的有机体 ,现在才小心翼翼地爬出来见见光亮。 这

斯莱 的这些 话却 一直在 她耳 边回响 ,使 其对 自己的 追求

就 像莉 丽 开始 作画 的 时候 一样 ,很 害 怕别 人 看她 的 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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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神经的触须仍 对周围的环 境保持警惕 ,惟恐有 人会蹑
手蹑脚地走 过来 ,突然 盯着她的画瞧。”

[ 4] ( P220)

当莉丽 举起画笔 ,要将这 一形象表现 在画面上 时 ,她

因为对莉丽

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用何种方式来表现它? 艺术创作不是

· 布里 斯科来说 ,“这幅 画是 33年的生活 凝聚而成 ,是她

无本之 木 ,无源 之水 ,它是对传统 的继承和发 展。 千百年

每天 的生活 和她 多年来 从未 告人、从不 披露 的内心 秘密

来 ,由男性所主宰的 文化主流 将女性排斥 在外 ,历史上女

相 混合的 结晶 ,让别 人的 眼睛 看到它 ,对 她来说 ,是 一种

艺术家太 少 ,女性成 了一个缄 默的性别 ,她们没 有自己独

莫大的 痛苦。 同时 ,它又 是一种极大的兴奋。”

这就

立的文化传统。 由于男女两性所 处的环境不同 ,思维方式

是女 艺术家 们首 次进行 艺术 创作时 的心 态: 既害怕 又兴

不同 ,她们无法模仿 男性的风 格 ,却又 一时形不 成自己的

奋。 能够拿 起笔来表达 自己的所思 所想 ,这对饱受压 抑、

风格。 因此 ,她们拿 起笔就觉 得左右为难 抑或困难 重重 ,

突破 传统家 庭妇 女角色 的现 代女性 来说 是莫大 的兴 奋 ;

“她们没有适合的句子可用” [ 7] ( P76) 。 莉丽想用画笔表达自

同时 ,她 们又害 怕男性 社会 对她们 参与 社会 的行为 和能

己对事 物独特的看法。 尽 管自从画家 庞思福特 先生来过

力的否 定。 另外 ,由 于男性社 会对女性的 排斥 ,女 性的社

之 后 ,把 一切 都看成 是苍 白、雅致而 半透 明的 ,已成 为一

会生 活实践 相对 男性来 说要 少得多 ,她 们不 可能像 男性

种 时尚 ,但是 ,“就在她 要把 那心目 中的 画面 移植到 画布

那样 参与社 会的 方方面 面 ,有丰富 的人 生体 验和社 会阅

上 的倾刻 之间 ,那些 魔鬼 缠上 了她 ,几乎 叫她掉 下眼 泪 ,

历。 正如弗 吉尼亚· 伍 尔夫所说: 她们“除了中产 阶级客

并且使这 个把概念变成作 品的过程和 一个小孩 穿过一条

厅的场景以 外 ,其他所有 经验的大门都是关 闭的” [ 3] ( P180) 。

黑暗的 弄堂一样可 怕。 这就是她 经常的感觉 — — 她得和

社会 的歧视 ,传 统的束 缚是 女艺术 家们 对自 己缺乏 自信

概念与现 实之间的可怕 差距抗争 ,来保持 她的勇气 ,并且

的原因之一。 同班克斯先生相比 ,莉丽去过的地方少得可

说 ,`这就 是我所见到的 景象’ ,借此抓 住她的视 觉印象的

怜 ,她没有去过阿姆 斯特丹看 伦勃朗的名 画 ,没看 过西斯

一 些可怜 的残 余 ,把 它揣 在胸 前 ,而 有成 千上万 种力 量 ,

廷大教堂的壁画 ,更没有去过普拉多艺术馆。 她只去过巴

要竭 力把这 一点残 余印象 也从她 那儿夺 走。” [ 4 ] ( P221-222) 这

黎 ,但 却是 为探望 她患 病的姑 妈。 同交 游甚 广的男 性相

就是现代 女性所处的尴 尬境地: 她们想表 达自己的 心声 ,

比 ,莉丽难免会觉得自惭形秽。

但在以男 性为主体的社 会环境中 ,女性往 往缺乏自 信 ,深

[ 4] ( P257)

莉丽试 图用画笔来表 达她作为一 个女人对世 界的看
法。她要画 的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拉姆齐夫人。她想要画出
的是一个真实的女性形象 ,而不是男性对女性的臆造。 弗

深陷入自 我意象的困惑 之中 ,就像莉丽一 样 ,找 不到属于
自己的线条和色彩。

二、超越

吉 尼亚· 伍尔夫 说: “妇 女开 始探讨 考察 自己的 性别 ,开

莉 丽曾为 拉姆 齐夫人 而迷 醉 ,然而 ,十 年之 后 ,当莉

始 以前所 未有 的新方 式来 写女性 ,因 为 ,不言而 喻 ,直到

丽回 头重新 审视 她所崇 敬过 的拉姆 齐夫 人时 ,却感 到不

最近为止 ,文学中的妇 女形象都是男人塑 造的。” [ 3 ] ( P183) 在

满。 正是由于拉姆齐夫人那种无 限顺从和自我牺牲 ,才助

男性的 眼中 ,女 人不外乎两 种: 天 使和恶魔。 女人 要么是

长了、造就了她丈夫这类人物的男性专制和自私心理。 莉

纯洁、善良、温柔、美丽的天 使 ;要么 是邪恶、刁钻、丑陋的

丽想到 拉姆齐夫人向丈 夫做感情施 舍时脸上 “那种 激动 ,

恶 魔。 “善解人意”的拉姆 齐夫人在男 性的眼里当 然是位

狂热 ,俯首听命 的表情”就不禁满 怀怒气。 她尖 刻地嘲讽

天使 ,甚至连愤世嫉 俗的查尔 士· 塔斯莱 也认为 ,拉姆齐

这 类维多 利亚时 代的 女性: “当她们 遇到 这样的 场合 ,她

夫人是 他平生所见过的 最美的人物: “她从万花丛 中轻盈

们 的 热 情 就 燃烧 起 来 (她还 记 得 拉 姆齐 夫 人 脸 上的 表

地走来 ,怀里抱着凋 谢的花蕾 和坠地的羔 羊 ,她的 眼里星

情 ) ,陷入 一种狂热的 同情… … 。”莉丽 断然拒绝 走拉姆齐

光闪 烁 ,她的卷发 在风 中飘拂。” [ 4] ( P216) ,班克 斯先生 听到

夫 人的 老 路 ,她想 确立 自 己作 为现 代 妇女 的 新形 象: 独

其 声音则 更加大 发感 慨: “`大自然 用来 塑造 您的那 种黏

立、单身、有职业。 手中的 画笔是她在 这压抑不 堪的人世

土可实 在罕见呀’ ,… … 希 腊神话中赐 人以美丽和 欢乐的

间唯一能 够表达自我、证明自 身价值的武 器 ,也 许她的画

三位格雷 丝女神 ,似 乎在绿草 如茵、长 满了长春花 的园地

会被挂在 仆人的卧室里 ,也许 会被塞到沙 发底下 ,不管人

里携手合作 ,才塑造出那张脸庞。”

。但是 ,作为一名

们如何瞧 不上它 ,莉 丽还是将 绘画作为奋 斗一生的 职业。

艺术家 ,莉丽却透过 表层深入 到人物内心 ,她看到 了拉姆

但拉姆 齐夫人却告诫 说“莉 丽 ,你 必须结婚 ;敏塔 ,你必须

齐 夫人的 另一 面: 她 任性、刚 愎自用 ,她 关心 他人只 是出

结 婚。 … … 一 个没 结婚 的 妇女 错 过了 人 生最 美 好的 部

于自己的需要 ,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 这两种极端体

分。”而选 择人生伴侣 ,也要 遵照父亲的 意愿 ,否则 ,“他就

现 在同 一个女 性身 上 ,在男性 的眼 里是不 可思 议的。 然

剥夺 她的继 承权。” [ 4] ( P272) 在父权 制社会 条件 下婚姻 和爱

而 ,这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 正如桑德拉· M· 吉尔伯

情是 以男性 为中 心的 ,而其 最终结 局总 是女 性为男 性作

特 和苏珊 · 古芭 在《阁楼上 的疯 女人》中 所指出 的那 样 ,

出牺牲。 结 婚后 ,社 会对妇女 的期望是贤 妻良母 ,她们的

不仅 简· 爱 是作 者的写 照 ,而且疯 女人 也是 作者本 人的

职责是相夫教子。 就像拉姆齐夫 人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当

重像 ( do uble)。

妻子的… … 都要顺从地支持她们丈夫 的工作”。 这种顺从

[ 4] ( 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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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 是男性 的需 要 ,更 可怕 的是它 已转 化成 了女性 的自

家 ,她的作品就 是生活本身 ,晚宴 则是她的代 表作。 莉丽

觉要求。 莉丽逃避婚姻 ,因为婚姻对女人来说只是意味着

意识到女 性气质在男性 社会中的 重要作用 ,没有它 ,同样

牺牲自己 ,把一切奉 献给丈夫 和孩子 ,从而失去自 己的独

一 所房子只是“充满着各种 不相干的强 烈情感”。 拉姆齐

立性 ,当然就更 谈不上对艺 术的追求 了。 从历史上看 ,杰

夫 人死 后 ,不 管莉 丽同 意 与否 ,她 都 得填 补其 留 下的 空

出的 女艺术 家或 作家很 多都 不曾结 婚或 者没有 孩子 ,如

白。 实际上 ,莉丽要 比自己想 象的更具女 性气质 ,当她赞

简 · 奥斯 丁、勃朗特 三姐 妹、凯瑟琳 · 曼 斯菲尔 德、多萝

美拉 姆齐先 生的 鞋的时 候 ,她表现 得则 纯粹 是个充 满爱

西· 理 查森等人。 因为婚 姻或孩子将 妇女限定在 琐碎的

心与 同情的 女性 ,我们 可以 看到拉 姆齐 夫人 的精神 在莉

家务劳动 中 ,像拉姆 齐夫人一 样 ,总是 在忙着给孩 子讲故

丽身上的再现。 正如拉姆齐夫人说: “对 ,你说得对。 明天

事、给别 人织 袜子、安排 晚餐 ,她脑 子里 终日 所思考 的是

会下 雨的。 你们去不成 了”是 在表达对丈 夫的爱一 样 ,莉

如何节约家庭开支 ,如何使丈夫和孩子们高兴。 莉丽用拒

丽通 过赞美 拉姆 齐先生 的鞋 来委婉 地赞 美拉姆 齐先 生 ,

绝结 婚 ,拒绝当 时社会 为其 安排的 妻子 和母 亲的传 统角

通 过这 种间 接的 方 式她 给 予了 拉姆 齐 先生 所需 要 的东

色 ,来反抗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无视。

西。 “她觉得他们 到达了一 个充满阳光、和平 的岛屿… …

处于困 惑中的莉丽干 脆通过摒弃 自身的女性 气质对
男性社会进行了反抗。 不同于拉姆齐 夫人 ,莉丽非但不愿
意给予男 性以保护、满足他们 的虚荣心 ,而且还无 情地嘲
弄他们。 男性的脆弱非但引不起她的 同情 ,而且还激起她

由 健 全 清醒 的 头 脑 统治 着 ,永 远 在 温 暖 的 阳光 照 耀 之
下。” [ 4] ( P366)
但 是 ,仅 仅具 有女 性气质 对于 一个艺 术家 来说 是不
够的。 因为 ——

心中强 烈的厌恶。 她屡次 拒绝向她寻 求精神慰籍 的拉姆

任 何 作家 在写 作 时想 到 他们 的 性别 都 是致 命

齐先生。 莉丽认为 ,是拉姆齐夫人惯坏了这 些男性。 她谴

的。 做纯粹和单一的男人或 女人都是致命的 ,我们必

责没有反抗精神的传统女性。 对其逆 来顺受、又高高兴兴

须做男人式的女 人或女 人式的 男人。 … … 对 女人来

任人摆布的境况显示出极大愤慨。 “拉姆齐夫人慷慨地把

说 ,哪怕 强调 任何 委屈 ,即使 有正 义的 理由 来申 诉 ,

自 己的感 情施 舍、施 舍、施舍 ,现 在她 已死 去— — 留 下了

以 任何 方 式有 意识 地 以女 人 的身 份 讲话 都 是致 命

这一 切后果 … … 这都 是拉姆 齐夫 人干 的好事。” [ 4] ( P312) 正

的。 致命一词绝不是比喻 ,因为用那种偏见意识来写

是传统女 性安于自己的 既定社会角 色 ,不 进行反抗 ,从而

作注定走向死路。 这种偏见扼杀创作生命 。[ 7] ( P104)

纵容了男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 ,莉丽对拉姆齐夫人式的女

在其 画面上 ,莉 丽一直 在寻 找一种 能将 右边 的景色 同左

性是“哀其不幸 , 怒其不争”。 在弗吉尼亚· 伍尔夫 看来 ,

边的景色衔接起来的方法。 开始 的时候 ,她想用一个物体

只 有杀死“家庭 天使”才 能确保自己 的独立 ,因为“如果我

(也许 就用詹 姆斯 )来填 补那 前景的 空隙 ,可 是那样 就会

不 杀 死 她 ,她 就 会 杀 死 我 ,她 就 会 挖 出 我 那 写 作 的 心

破坏 整个画面的和谐 。 在餐桌上 ,莉丽想 到用树 (也就是

脏。” [ 3] ( P92)

热 情和富 于生命 力的 拉姆齐 夫人 )来 连接 两边 ,但是 ,坐

但 是 ,杀死 “家 庭天 使”使莉丽 处于 一种 更为尴 尬的

在她 对面的、居 于画面 中央 的塔斯 莱似 乎在 提醒她 不要

境地 ,她失去了女性气质中最为重要的丰富情感。 拉姆齐

只强调一 方而忽视另一 方 ,并 且她自己也 感觉到: 象征着

先 生认为 她铁石 心肠 ,她也 辛辣 地嘲 讽自己 说: “我 可不

拉姆齐 夫人的那一丛 树木是不是 画的太浓密 了? 莉丽理

是 个女 人 ,我 不过 是个 暴 躁易 怒的、 干巴 巴的 老 处女 罢

想的画面是这样的:

了。”

[ 4] ( P363)

这句话 反映了 女性在 争取自 身解 放斗争 中的

这画 的外 表 ,应该美 丽而 光彩 ,轻 盈而 纤细 ,一

惶惑与 恐惧。 成为艺术家 是否就意味 着一定得丧 失女性

种 色彩和 另一 种色彩 互相 融合 ,宛如 蝴蝶 翅膀 上的

气质? 莉丽想起了她和塔斯莱在海滩上的一幕:

颜 色。 然而 ,在 这外表之 下 ,应该 是用钢筋 钳和起来

那个 坐在 岩石下 写信 的女 人 ,把 一切 事情 都由

的扎实结构。 [ 4] ( P384)

矛盾复 杂转化为单 纯和谐 ,她使愤怒、烦躁的 心情焕

这 里的钢 筋和拉 姆齐夫 人感 觉中 的“铁杵”一样 ,象 征着

然冰释 ,她把各 种各样因 素凑合在一 起 ,并且 从那可

男性的智 慧 ,蝴蝶的 翅膀则象 征着女性的 阴柔之美 ,两者

怜的愚 蠢和厌恶之 中 (她 和查尔士经 常争论口角 ,十

和谐地 融合在一起 ,才能构 成美丽的 画面。 她知道 ,在拉

分愚蠢 ,彼此怀恨 )提炼出 某种东 西— — 例如 在海滩

姆齐先生 和那幅图画这两 种对立的力 量之间要 维持微妙

上 的这幕 景象 ,有着 片 刻的 友谊 和好 感— — 它 经历

的平衡 ,这种平衡对 于画面来 说是重要的 ,反映 到画家的

了这些 年月 ,仍 旧完整地 保存下来 ,她只要稍 微沉浸

头脑中尤为重要。 弗吉尼亚· 伍 尔夫在其文论中 ,把这点

于这片 景色之中 ,就刷新 了她的对塔 斯莱的记忆 ,它

说得十分明白:

就像一件有感 染力的艺术品一样,留存在心

我们 每个 人都有 两个 力量 支配一 切 ,一个 男性

中。

的力量 ,一个女性的力量。 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

此刻 ,莉丽蓦然 醒悟: 其实拉姆齐 夫人也是一 位艺术

女 性 ,在女 性的脑子 里女性胜过 男性。 最正常、最适

[ 4 ] ( P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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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的境况 就是 在这两 个力 量在 一起和 谐地 生活 ,精

同体 主义是 伍尔 夫女性 主义 的指导 思想 ,但 并非是 她对

神合作的时候。 若是男人 ,他脑子里女性那部分一定

现代男 女关系的惟一 看法。 她的作品 同样反映 实质主义

也 有影响 ,而 一个女 人也 一定 和她里 面的 男性 有来

女性受压抑的一面。 这正是同体 主义产生的前提 ,是在争

往。 哥勒瑞治说一个伟大的脑子 是半雌半雄的 ,他的

取 自由、平等 的女性 超越 自己 ,取得 精神 升华 ,达到 同体

意思大概就是如此。 只有在这种 融洽的时候 ,脑子才

主义思想境界的必经之途。

变得非 常肥沃而能 充分运用 所有的官能。 也 许一个

Feminism (女性 主义 ,也译 为“女权 主义” )在英 语中

纯男性 的脑子和一个 纯女性的脑 子都一样地 不能创

的核心是一个很简单的思想 [ 8 ]: 世界上并不存在高贵与卑

作。[ 7 ] ( P120-121)

贱两 种人 ,从权 利关系 上看 也不存 在主 宰者 和顺从 者两

经历了 困惑和痛苦的 莉丽· 布里 斯科在拉姆 齐一家

种人 ,无论男女。 为此 ,真正信 奉 feminism 的人们的立场

抵达灯塔 之际 ,终于 领悟到了 女性解放的 真谛 ,画 出了决

是赞成社 会各方面的平 等 ,反 对任何形式 的不平等 ,如种

定性的 一笔。 这一笔 ,既实现 了她的多年 夙愿 ,而 且标志

族歧视、阶级歧视等等。 因此 ,实现 feminism ,确确实实是
一场漫长的革命。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可喜的

着她对自身性别的超越 ,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女艺术家。

是 , 20世纪初 ,一些包括 弗吉尼亚· 伍尔夫 在内的女作家

三、结语
女性 主义就其基 本理论 而言可大 致分为 两种: 即男

已在 这条漫 长的 道路上 进行 了大胆 的探 索 ,并如灯 塔般

女 同体 主义 ( andr og yny 亦译 为“两性 主义” )与实质 主义

为争取彻 底解放的妇女们 的心灵深处 指出了登 达彼岸的

( essentialism )。 前者认为 ,不 管男性或 女性 ,每个 人的生

方向。 1914年 6月 ,阿拉伯妇 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埃及女

理、心理 结构、语 言都含 有阴 阳两种 成份 ,完 美的人 格在

作家 梅· 齐 亚黛 在一篇 演讲 辞中曾 提出 构想: 未来 的文

于两性完全合作之间。 这也就是莉丽 在岸上支起画架 ,目

明不是男性或女性单一的文明 ,而是整个人类的文明。 只

送着航行 的小船 ,在 瞬间感悟 中完成画作 ,从而超 越自己

靠单一性 别构建的畸形文 明并非实现 理想未来 文明的模

的主导思想。 后者则强调男女生理上 实质的不同 ,以及为

式 [ 9]。 这一段话正 好可以用来 为伍尔夫 女性主义 思考和

男性所主导的社会、甚至历史对女性所造成的不公。 男女

创造实践作一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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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emi ni st M ov emen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long est mov em ent i n t he hi st ory a nd
the f emi nini ty has been one the m ost co nt rov ersial questio ns. In Vi rginia Woo lf 's mast erpi ece To the
Li ghthouse , Li ly Briscoe , a w oman ar tist, experiences th ree st ag es i n her mi nd t o femini nit y:
abandoni ng , recog nitio n and surpassi ng , through whom Virgi ni a Woo lf di scloses t he hardshi p a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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