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鲁迅小说
中女性形象的跨时空对话
◎刘

莎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是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文学史家将他和歌
德、席勒并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三大巨匠，甚至连托马斯·曼、黑塞等大作家都受他影
响匪浅。克莱斯特的作品取材于不同的时代、地域和社会阶层，所阐述的主题皆与现实
密切相关，其写作内涵深具复杂性、多义性和特殊性。他的笔下塑造了多个来自不同社
会阶层、不同种族和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紧密结合现实，都反
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富有现实的批判精神。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
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一生始终致力于抨击封建旧势力，揭露社会黑暗现象。他的作品
主题大都触及社会现实，始终贯穿着民主革命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生活在封建社会底
层中最弱势、最易受侮辱的中国妇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鲁迅正是通过许多描绘
女性形象的作品，将书写女性悲惨命运的主题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开创了中国文学
乃至世界文学的新时代。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和“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克莱斯特和鲁迅小说中塑造的
女性形象进行深入的比较，从人物塑造、艺术表现和创作意图这三方面来分析这些女性
形象的相同点和独特之处，并把这些特点与作家生存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分
析，以期挖掘出这些特点形成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1

1.1

比较异同

人物塑造

克莱斯特和鲁迅在他们的小说中都刻画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都
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也都希望能为自己争取到自由和幸福。其中，克莱斯特主
要关注的是有教养的城市上层女性，如《侯爵夫人封·O》（Die Marquise von O）中的
侯爵夫人封·O，《智利大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i）中的贵族女子唐娜·荷塞发
等；而鲁迅则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底层女性身上，像《祝福》中的祥
林嫂、《离婚》中的爱姑和《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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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斯特的小说中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家庭类型：从市民家庭《米夏埃尔·科尔
哈斯》到贵族家庭《侯爵夫人封·O》，再到《圣多明各的婚约》，克莱斯特把刻画的
家庭类型又延伸到了遥远的海地，在那里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战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此
外，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悲剧性的，也有结局圆满的。在《圣多明各的婚约》中，古
斯塔夫枪杀了他的未婚妻托妮，并在意识到自己误解了爱人之后开枪自杀。在《智利大
地震》中，荷塞发和赫罗尼莫不顾社会等级的差别而相爱，最终却因此失去了生命。在
《侯爵夫人封·O》中，伯爵在举行婚礼一年之后重新赢得了侯爵夫人的心，一家人幸
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克莱斯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富有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这有悖于当时德国社会
对女性的典型标准。侯爵夫人在无意识下怀孕，因此被逐出家门，在经历过复杂多变的
人际关系之后，她的自尊心逐渐被唤醒，在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之后，便毅然决然地决
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以及未出世的孩子。荷塞发是贵族女子，与她的家庭教师相爱并未
婚先孕，因为社会等级的巨大差异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被家人所不齿，并且受到教会
的严厉惩罚，但即便这样仍然不能阻止她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混血女子托妮生
活在一个充满种族斗争的异化家庭，由于母亲对白人的仇恨，她不得不充当其谋害白人
的帮凶。当托妮爱上白人古斯塔夫时，爱情的力量让她幡然醒悟，不惜以身犯险靠自己
的智慧和勇气来拯救爱人的家人和朋友。
而鲁迅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拥有悲剧性的人生，她们都是迷信思想和封建道德伦
理思想的受害者，思想麻木愚昧、生活艰辛、缺乏远见。《祝福》中的祥林嫂最后沦落
到沿街乞讨，在鲁镇辞旧迎新的祥和气氛中死去。《离婚》中的爱姑和丈夫经过三年的
抗争最终却以九十元草草离婚。《伤逝》中的子君因为和涓生的爱情破灭，重返家庭，
最终导致抑郁而终。
鲁迅描写的女性形象让读者感受到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挣扎和斗争。鲁迅强调“民
族性的改造”和“个性的解放”，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在旧社会期盼革命的农村妇
女形象，如祥林嫂，她干活勤劳，却因“克夫”之说被主人家嫌弃；她性格倔强，不愿
再嫁，到头来却仍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爱姑，性格勇敢泼辣，却因为丈夫在外有了
新欢而被休。子君，渴望婚姻自由却丧失了个体的独立，为爱情离家出走，结果幻想破
灭不得不重返家庭。这些女性无一例外都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而获得解放和救赎。只
有子君是个例外，她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城市女性，她想摆脱束缚，追求个体解放，遗
憾的是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却以妥协告终。
1.2

艺术表现

克莱斯特和鲁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存在着不少异同点。
相同点在于这两位作家都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来创造女性形象。他们都忠于当时的历
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又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另外，他们
都重视对女性心理的刻画。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和表情挖掘出其内心的想法，通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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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描写表现出不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他们又都是男性，都从男性角度对女性进行观
察、描写和分析。
当然，两者的表现手法也各具特色。克莱斯特的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发展过程中充
满了谜团和秘密，而结局又合情合理，让读者欲罢不能；语言风格个性化，擅长使用套
句—反复修饰和说明的句式更能完整表达作者的意图，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多用叙述
者的角度来讲述故事。克莱斯特的语言是开放性的，字里行间蕴藏着广阔的想象空间。
他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彻底而无情的描述，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无情的。而当叙述
者—也就是作者本人看似对这样的世界做出妥协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智
利大地震》里，本以为男女主人公已逃脱惩罚，可以去追求向往的生活，然而剧情发生
逆转，不幸仍然降临到两人身上。阅读克莱斯特的小说让读者的心绪随着情节跌宕起
伏，一直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来回摇摆。
克莱斯特富血性但又有理智，易激动但又具教养，欲望太多但又伦理感太强，他
的内心充满矛盾。他从不想对任何人保证什么，也从不觉得世间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
的，因此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集天使和恶魔于一身。像《侯爵夫人封·O》中的伯
爵以及《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中的科尔哈斯，这两人都是非常正直的人，但是这两个
人物又同时兼具恶的特性：伯爵在侯爵夫人失去意识后强暴了她，而科尔哈斯则为了所
谓的伸张正义间接让妻子死于非命。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他在写作
上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语言简洁、新颖、准确、深刻、独特而又不乏幽默。此
外，他善于运用各种能使作品精彩又引人深思的修辞手法。比如，在《伤逝》中多次运
用了排比句：五个“这样”，两个“我恨”和三个“我想”，表达了涓生对子君深深的
思念和悲痛之情。鲁迅的小说不像克莱斯特的以通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情节取胜，而
是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赢得读者。他丰富多样的叙事结构和创作形式符合故事中人
物的性格特征，因此创造出了许多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小说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将悲剧与讽刺相结合，没有离奇曲折的
剧情，而是以底层百姓的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以白描手法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
并挖掘其微妙的心理变化；语言简练、犀利又具有讽刺意味；多用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回
忆往事。这不仅使读者感到自然而生动，还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
1.3

创作意图

克莱斯特和鲁迅的作品及思想在各自生活的时代都具有叛逆性，也具有前瞻性和历
史性。他们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们
用犀利的艺术手法表现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以此来寻求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实
现个人精神理想，而不是社会的要求，以期与严酷的现实和环境做斗争。
克莱斯特的作品和思想推翻了人们一直以来惯有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事物发展
并不总合乎理性，非理性反而更切合实际。他小说中展现的世界充满了动荡和矛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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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现实残酷而丑陋。他试图让同时代人通过其作品意识到这些潜藏的社会问题。他把
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的支柱即大贵族、大地主和教会势力，其中对教会势力的揭露
和抨击更是无情和入木三分。正是他作品中的矛盾、分裂和不安反映了这位生活在 19
世纪初的作家所独有的现代性。在《侯爵夫人封·O》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单身母亲
追求地位解放的努力。当今社会，单身母亲并不少见，她们已经渐渐被家庭和社会所
接纳。由此可见，克莱斯特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一个直到 20 世纪才有所进步的社会主
题。小说《圣多明各的婚约》一方面涉及种族冲突，另一方面关乎信任以及没有得到家
人同意的爱情的后果。毫无疑问，在当今社会中，黑人和白人之间已经可以联姻，尽管
家庭成员并不见得都能接受。
鲁迅在小说中批判了封建势力下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对女性的侮辱和伤害，
揭示出造成她们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女性作为中国漫长历史里长期处于奴役地位，长
期带有底层身份的群体，对她们生活经历的描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作为反封
建斗士的鲁迅自然也会借助创作女性形象来抨击封建礼教，进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
目的。在对女性形象身份的选择上，鲁迅是全面的。他不仅塑造了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
典型形象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等，还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城市新女性子君。鲁迅试图
表明思想中的“封建”与卑劣的国民性是没有“城乡差异”的。这几位鲁迅作品中最具
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为读者呈现了“吃人”礼教在“吃”的方式上的多样性。深刻表明了
在一个封建性占主导的国家里，在一种愚昧无知的国民性大环境下，个体的悲剧命运无
法逃避。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国民性的改造结合起来才有实现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鲁
迅用这几个女性形象也昭示和暗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方向。
尽管克莱斯特和鲁迅所创造的女性形象无论生活环境还是性格特征都迥然不同，但
是他们在追求女性的个体意识，体现女性的生存困境，寻求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一点上不
谋而合。

2

2.1

剖析原因

历史背景

2.1.1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生活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欧洲，当时的德国正处于
从封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发生
了重大的变革。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导致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确立，中产阶
级女性成为家庭妇女—男性的附庸。费希特（Fichte）（1796：304）在《自然法权基
础》中认为：“女性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性。女性结婚前处于父亲的权威之下；结
婚后要完全服从于她的丈夫。”随着法国大革命（1789—1794）的爆发，女性希望获
得更多的权利，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 一些男性也参与其中 )。女性积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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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权，女性团体陆续在巴黎成立。她们除了要求和男人享有同样的参政权外，还要
求修改婚姻法，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在拿破仑政权的影响下，父权制反而得到
了进一步强化。此后，女性再没有机会参加文化活动，没有选举权，并且也取消了法律
对已婚女性的保护，丈夫成为其法律上的保护人。女性希望直接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权
利成为不可能。但是，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和资产阶级小家庭的形成，人们对内心和情
感的渴望和向往也孕育而生。人们开始试图去了解女性的心理并寻求两性—除生理差
异之外在心理方面的差异，并从中得出男性天生属于社会生活，而女性更适合家庭生活
的结论。两性应遵从由自然界确立的不同分工，并且发展和完善彼此不同而又互补的性
别特点。克莱斯特是当时少数几个支持女性新形象的男性之一。虽然女性的感情和心理
状况得到了重视和改善，但社会地位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远远不如
男性，现实中婚姻才是当时女性价值和存在感的体现。然而，即便是自由恋爱也不能完
全被社会所接受，因为恋爱也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如名誉受损、未婚先孕和生存威胁
（《侯爵夫人封·O》中的侯爵夫人，《智利大地震》中的唐娜·荷塞发）。

2.1.2

鲁

迅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
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这场以鲁迅
为核心人物之一的文化革新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意识形态的反叛，他们不断批
判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抨击封建专制的同时，他们也关注女性问题，提出了男女
平等思想。20 世纪初期，女权运动崛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争取教育权，在资产
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女权运动的强烈呼唤、政府的倡导以及西方教会来华势力
办学活动的影响下，兴起了近代中国新式女子教育。一些知识女性独立地参与到社会活
动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少数进步人士开始从女性的角度思考她们的社会处
境，并进一步顾及女性的各方面需求。由于女权运动附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女性是
被解放的对象而不是自我要求解放，因此当时的女权运动具有显著的男性特色。
2.2

2.2.1

个人经历

克莱斯特

克 莱 斯 特 父 母 早 逝， 他 从 小 缺 少 家 庭 温 暖， 只 和 同 父 异 母 的 姐 姐 乌 尔 丽 克
（Ulrike）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他早年因家族传统而从军，后因厌烦军旅生活辞去军
职。同年，他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经济学、哲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克莱斯特结
识了将军的女儿威廉明娜（Wilhelmine）并提出要与之结婚。但是，威廉明娜的父母提
出结婚的前提是克莱斯特必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他曾承诺在完成学业后立即去
办公室任职。不过，在他的坚持下，两人还是秘密订了婚，因为克莱斯特（1848：37）
认为“一旦婚讯被曝光，爱情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他的这个想法在小说《圣多明各
的婚约》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托妮和古斯塔夫在发生性关系后秘密订了婚，并没有告
知双方家人。次年，克莱斯特秘密前往维尔茨堡，关于此次旅行的目的他并未对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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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明，只是给姐姐乌尔丽克写了封信：“即使可以，也不要弄清楚我这次旅行的目的。
替我向威廉明娜问好。把有关康德哲学的文章寄给我。我很快回来。”（Curt Hohoff，
1999：22）这趟旅行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后，克莱斯特由于康
德学说陷入了认知危机，动摇了他的思想根基。他不再相信科学是获得知识和真理的途
径，于是便终止了自然科学研究，继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学创作之中，以满足内心的需
求。而他之后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也与此危机有关—质疑人类认知和情感的确定性，
表现脆弱的现实和难以破解的真相。《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侯爵夫人封·O》《智
利大地震》和《圣多明各的婚约》等都是围绕着认知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在自然威
力、突发事件和意识严重错误的猛烈冲击下，人的情感和认知会被引入歧途。
克莱斯特深知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他对女性持有在当时社会中并不被大多
数人接受的观点—重视女性教育。克莱斯特是在为曾格将军家中的女儿们举办的讲座
中结识了威廉明娜。他授课非常严格，如果她们低声谈话打扰到他的演讲时就会保持沉
默。他还给她们进行思维训练，以激发她们的思维习惯，可以更容易理解文学作品。他
在给威廉明娜的信中也多次提到教育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能够完善人格，对将
来家庭生活以及子女的教育都颇有益处。”（Helmut Sembner，1992：42）在克莱斯特
的多次旅行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他姐姐乌尔丽克和他一起穿着男装出现在公众场合，并
一起参与当时女性很少出现的社会活动中。因此，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是出身于富裕
的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教育且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
克莱斯特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认识了亨丽埃特·福格尔（Henriette Vogel）。她爱
好音乐，与克莱斯特兴趣相投，成为好友。亨丽埃特身患不治之症，对生活充满了绝
望。因此，一直想自杀的克莱斯特视她为一同赴死的理想伴侣。1811 年，在万湖边，
克莱斯特先开枪打死了亨丽埃特，然后又开枪自杀，两人被合葬在万湖边上。他的人生
就像小说《圣多明各的婚约》的结局一样：古斯塔夫开枪杀死了爱人托妮，然后开枪自
杀，最后被家人合葬在一起。

2.2.2

鲁

迅

鲁迅虽出生于封建家长制大家庭，然而家族里的男性家长开明不死板，对孩子的要
求相对宽松，除了儒家传统书籍，还可以看所谓小说之类的闲书；另一方面，家族中的
女性家长资质甚高，个性很强，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更非胆小怕事，性格中
有刚强和洒脱的一面。周家几代人的做人原则是：“如果先去欺负别人，是不行的；如
果无故受欺负，就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李新宇，2018：12）因此，他的个性
倔强不屈服，不顾国民党的迫害和世人的争议，坚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
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形象都能从他的邻里乡党身上找到些许影子，女性也不例外。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对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进行了原型索引，背景事迹
考证，他（2018：194-195）认为：“《祝福》中的祥林嫂形象来自鲁迅的一个远方伯
母，虽然故事已完全不相同，但是精神失常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儿子的悲哀，在这一点
上她们两人可以说是有些相同的。祥林嫂因为再嫁害怕死后被锯成两半，以至于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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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迷信思想在民间相当普遍，再嫁也被视为不贞的表现。”小说《头发的故事》里
有一段关于女人剪发的问题。剪掉头发的女生因此考不进学校，或者被学校除名都是现
实中存在的事情。女人的头发仿佛有礼教的意义，剪去长发无异于打倒礼教，所以是绝
不可容许的。鲁迅便很替那些因剪发而吃苦受难的女子不平，也可惜她们无谓的牺牲。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一项伟大的工作：“解剖”自己和中国社会。在他的小
说中，尽管主人公大多命运悲惨，但总能让读者在绝望中感觉到还有一条通往希望的道
路。对于中国女性的社会状况和地位，鲁迅除了给予同情之外，还希望能够唤醒她们的
自我意识，并帮助她们过上新生活。他（1995：165）曾犀利地表示：“我一向不相信
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
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
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
的男人。”

3

结

语

克莱斯特和鲁迅生活的时代都是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国家制度转型，各种改革新
思潮纷纷涌现的时期。两人都深受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并在他们的作品中予以充分的
展现。他们的作品均具有现代性，饱受同时代人的非议和批判，却受到后人的高度赞赏
和认可，并在世界文学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一生都可谓身世坎坷，颠沛流离。
然而，他们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论生活环境还是性格特征都迥然不同。这大抵跟两位作
家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克莱斯特出身普鲁士传统的军事世家，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城
市，他先遵循家族传统成为军官，退役后进入大学学习，并与一将军的女儿订婚。因
此，他身处上流社会，接触的都是上层人士。但同时，他又接受启蒙思想的熏陶，想法
激进多变，渴望脱离保守和传统的社会。因此，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出身贵族，富
有教养但又不满家庭和社会的束缚，主动要求自我解放，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自
己理想中的生活。
而鲁迅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的封建小城，身边多是些没有文化的底层老百
姓。因为幼年家道中落，饱尝世态炎凉。虽然他之后去国外留学，广泛阅读国外文学和
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回国后和一群先进知识分子
共同积极弘扬新文化、新思想和新道德。但是，童年的悲惨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记忆甚至是阴影，所以他希望能利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愚昧迷信，被压迫而不自知
的农村妇女形象来呼吁社会制度的变革，给她们指明一条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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