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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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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富兰克林自传 》是美国第一部现代自传 ,它不但记录了富兰克林的自我奋斗与事业成功的

历程 ,并且在表层的奋斗与追求之下还潜藏着另一个深度模式。自传中充满隐喻的自传话语的叙述不仅反映

了个体的价值和信念 ,也创造了一个象征美国式成功的神话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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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国第一部现代自传 ,《富兰克林自传 》

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详细记载了富

兰克林在北美商业和政治环境下的奋斗与进步 ,

更重要的是 ,它创造了个人事业成功的原型。恰

如詹姆斯 ·古德温所说 ,“《富兰克林自传 》通过

所叙述的个人经历与公共事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

追溯了个人的成功和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之间的

联系。”[ 1 ] ( P27)富兰克林获得成功的方法在于他那

世俗的价值观、实用主义的目的论和自力更生的

奋斗。有学者认为 ,“《富兰克林自传 》是美国成

功故事的原型。”[ 2 ] ( P34)的确 ,《自传 》描绘了一幅

美国殖民地时期个人奋斗的蓝图 ,在这期间美国

刚刚获得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独立地位。从某种

意义上说 ,《富兰克林自传 》中的成功生活成为了

代代美国人效仿的楷模 ,其中个人的成功象征着

一个永远的神话。

神话 ,通常而言 ,是一种关于意义与价值观的

根深蒂固的文化表达模式 ,这种模式通过象征形

式加以体现 ,在某一社会中广泛流行和被普遍接

受的、又是被掩盖着的意识或集体无意识 ,是一种

社会共同的认知。关于神话 ,英国诗人 J. A. 西

门斯称它“是永远扯不完的松紧带。”列维 ·斯特

劳斯认为 ,神话的旨趣就在于对立两极的形成 ,它

是一种想象中的针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解决办法。

理查德 ·斯洛特金把神话界定为来源于历史的故

事 ,这些故事“经过代代相传已经获得一种对于

产生它们的社会文化活动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性作

用。”历史经验总是以叙述的形式得以保存 ,正是

由于不断反复的讲述使这些叙述被传统化、抽象

化 ,再演变成一系列引起人们无限遐想的典型。

“最终 ,神话成了语言的组成部分 ,成为一系列有

着深度符码意义的隐喻。其中也许包含着人类从

历史中汲取的所有经验教训及其世界观中的全部

真谛。”[ 3 ] ( P16)《富兰克林自传 》叙述了富兰克林从

1706年到 1757年的个人历史 ,它事实上也代表

了美国走向独立的历史。这种历史模式是美国神

话的主要内容 ,它将富兰克林个人财富的获得视

为美国成功的神话原型。

诺思罗普 ·弗莱把神话的意义扩展到所有的

文学样式中 ,他把神话当作模仿和表现的第二层。

神话代表着一个作为在哲学意义上的典型和意义

深远的行为 ,叙述中事件的顺序为作品根本思想

的表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神话于是通过行为传

达着思想。弗莱进一步在叙述中定义了神话 ,它

是一种行为的想象结构、也是一种在事件和观念、

例证与规则之间调解的构思。神话是文学的结构

因素 ,文学是移位的神话。当这种批评视角导入

自传研究时 ,富兰克林通过《自传 》中的叙述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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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验与普遍真理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联

系 ,通过叙述使富兰克林能够重新建构个人原本

的经历 ,并将那些偶然发生的毫无规律的事件纳

入了一个理性的、人为的秩序之中 ,使它建立在可

信的和有益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逻辑 ,他的人

生故事体现了一种在自传话语和叙述之间结盟的

清晰例证。依靠这种叙述 ,富兰克林的《自传 》宣

扬了事业和成功的人生原理 ,而且使该书一直作

为美国个人生活与奋斗的指南。

富兰克林的《自传 》写于人生的晚年 ,那时他

的事业已处巅峰。如果说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

的《自述 》以奴隶叙事讲述了一个曾经的奴隶从

无我走向自我乃至具有独立身份的人生历程 ,那

么 ,《富兰克林自传 》的神话主角则以隐喻的方式

暗示了一个成功的英雄 ,并以高度概括的说教成

分规范叙述的进程。富兰克林的《自传 》出现在

一个敌视神话与想象的时代 ,启蒙和理性占据了

时代思潮的中心 ,它很好地适应了殖民地美洲的

时代意识。“在一个由绝对的秩序、科学和正义

所驱使的自然神论所统治的世界里 ,没有任何感

官和娇柔之美归咎于富兰克林身上。”[ 4 ] ( P351)富兰

克林依靠自己的努力独立地生活着 ,在《自传 》中

以自我的奋斗实现了个人成功的梦想。同时 ,这

种表层的奋斗与追求还潜藏着另一个“深度模

式 ”。特里·伊格尔顿曾经说过 ,“文学作品的全

部表面特征都可以简化为一种本质、一个贯穿于

作品所有方面的单一的中心意义 ,这个本质就是

‘深度模式 ’。文本只不过是该深度模式的副

本。”[ 5 ] ( P112)
“深度模式 ”作为结构主义诗学的重

要概念 ,是指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依赖于一定认

知模式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富兰克

林的《自传 》充满着这种二元的对立 :贫穷 ———富

裕 ;压迫 ———反抗 ;卑微 ———显赫 ;无为 ———有为

⋯⋯然而 ,现实层面的二元对立还不足以揭示

“深度模式”,它指向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层面的二

元对立。《自传 》反映了自我从一个旧世界走向

一个新国家时的发展与变化 ,无论从贫穷走向富

裕 ,还是从无为走向有为 ,均包含着共时与历时的

两个方面。富兰克林自我的梦想 ———美国梦的实

现 ,为后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神话 ,这便是美国神

话。从个人的梦想到历史的神话 ,正是《富兰克

林自传 》的“深度模式 ”。

当代文学评论家戴威 ·摩根认为 ,“美国神

话的三大要素是背景、英雄和叙述 ”。[ 6 ] ( P22 - 24) 他

从西部边疆故事里归纳出三要素 :一是背景 :即是

一个旧世界和一个新世界的对抗 ,尽管在对立中

世界发生着改变 ,但是边疆原型的基本模式不变 ;

二是英雄 :一位边疆人物始终活动在两个世界之

中 ;三是叙述 :随着主角不断的进步 ,英雄的命运

以失败或成功而悲剧性或喜剧性地化解新旧两个

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显然 ,富兰克林《自传 》具

备了上述三点。《自传 》以对英国祖先的追溯展

开了叙述 ,然而 ,他对古老家乡和自我童年并没有

太多的凝视与沉思。富兰克林的注意力集中在那

些能够充分说明自我成功与自我塑造的事件上。

正是通过自我的努力与奋斗 ,他从早期生活的

“贫穷与低微 ”走向了一个“有着显赫地位和富裕

生活的人 ”,并被视为模仿的典范。富兰克林最

早的斗争显然是在乔治 ·布郎奈尔先生创办的学

校里进行的 ,那时他的敌人就是久不得法、毫无起

色的数学。随后 ,富兰克林又跟与自己签好契约

的哥哥詹姆斯进行了抗争 ,期间除了苏格拉底以

外 ,他似乎没有任何的导师和帮助者 ,依靠苏格拉

底式的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谦逊的提问者和怀疑论

者的方法 ,从而获得论辩的胜利。“我发现这种

论辩方法对自己十分稳妥有利 ,他使我的对手感

到棘手。我从中获得了快乐 ⋯⋯即便是那些知识

水平高超的人也对我退避三舍。”而不同的书籍

在富兰克林面前打开了一扇扇大门 ,令他尽情地

在其中遨游。随着兄弟詹姆斯的过分专制和武

断 ,富兰克林终于无法忍受并像普罗米修斯一样

反抗着那既定的权威 ,又像奥德修斯一样使用不

同的技巧并且走向了茫茫的大海 ,开始了一次次

的冒险。富兰克林最后来到了费城 ,正是在上帝

的“应许之地 ”上 ,他获得了新生 ,并拥有了崭新

的身份 ,他从一个离家出走的流浪者转变为一个

事业成功的商人。作为英雄的自我经历着“出

走 ———受难 ———复活 ”的过程 ,依靠这种神话模

式而经受着锤炼、赢得了荣誉。“神话因其固有

的象征性而适合表现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永恒

模式以及人类和自然界中的某些基本规

律。”[ 7 ] ( P269)富兰克林早年的离家出走是一种对既

定权威的反抗 ,他对兄弟詹姆斯的粗暴深为不满 ,

也对父亲的安排持不同意见 ,而私自的出走成为

了他抗争父权的唯一出路。富兰克林的《自传 》

记载了自我的冒险历程 ,自己的奋斗将使他成为

普遍的被模仿的偶像。

作为被模仿的典型 ,富兰克林显然需要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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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展进行详尽的刻画。他在《自传 》中竭力

追寻的道德自我完善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建构和自

我描述的例证。年轻的富兰克林拥有了一个远大

的计划 ,对美德的渴求需要自我的控制 ,从而战胜

那些本能的倾向与长期的习惯。为了达到目标 ,

他建立了一个表格并逐一对照加以改正。富兰克

林将社会的有用性作为自我最高的成就。“在一

个正在发展的社会里 ,富兰克林培养了自我的控

制 ,他的美德比任何外在的规章制度更有效地使

个体实现了自我的社会化。”[ 4 ] ( P351)
的确 ,在关系

密切的社会里 ,理想的个体应该是充满着高尚美

德并且能够投身到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去。富兰克

林《自传 》中的英雄品格使他能够给予别人教诲

的作用 ,也树立了一种自我描述的成长模式 ,它消

除了关于自我发展的那些凌乱的规则 ,并为众人

展示了一种标准的样式 ,一种从自助走向自强的

个人神话的模式。

然而 ,在《自传 》中 ,作为英雄的富兰克林并

不是始终以完美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 ,他的真

实形象却一次次地以讽刺的对象显现出来 ,它不

但削弱了自我教导的作用并怀疑他人曾经给予的

帮助 ,而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他对骄傲和自大的

反应。“骄傲和自大 ,历来是神话英雄的典型缺

点。”[ 4 ] ( P354)
评论家南希 ·克拉斯比在《自传和神

话 》中如是说。当富兰克林建立了一个完美的自

我控制的典型例证时 ,他也意识到了骄傲已使自

我的形象蒙上了阴影。富兰克林在《自传 》中借

他人之口讲述了自己的缺点 ,他写到了一位教友

会的朋友善意地告诉他 ,人们常常认为他很骄傲 ,

“这种骄傲经常在谈话中体现出来 ,谈话不仅仅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还要气势汹汹地压

倒别人。”因此他决定改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

形象。富兰克林于是在美德中增加了“谦虚 ”这

一条 ,并宣称自己的目的就是“效仿耶稣和苏格

拉底 ”。富兰克林的意图并非将自我的形象向殉

难和神化发展 ,而是在谦卑的外表下隐藏自我的

伟大。正如他在《自传 》中所说 ,“我不能自吹在

道德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 ,我

至少在表面上做得很好。”终于 ,富兰克林认为或

许追求过分的美德完善也是一种自大的体现 ,

“由于一些貌似合理的东西不断地提醒我 ,像我

这样追求道德上极度完美的做法可能是道德上的

纨绔习气 ,倘若让人知道 ,也会令自己难堪。”就

像在谦逊表层下隐藏的骄傲一样 ,富兰克林讽刺

性的自我也在叙述者的说教中浮出水面。他为读

者所展示的广受欢迎的道德完善并非是英雄的完

美特征 ,而成了一种纨绔的习气。富兰克林对美

德的追寻不是清教徒的释罪 ,也不是一种优雅品

质的获得与个体神灵化的形成。欧蒙德 ·斯威这

样评价富兰克林《自传 》中的道德 ,“道德 ,就如同

外在的衣着 ,自我必须穿上它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它不是在历史中无意识形成的一种外壳 ,而

是依附在普遍自我身上的一种作为展示物的意

识。”[ 8 ] ( P79)

另一方面 ,富兰克林在《自传 》中通过战胜围

绕在他周围的种种混乱的力量 ,建立了自己作为

真正的英雄模式的典范。他在种种的冒险和斗争

中最终获得了胜利 ,确立了自己神话主角的地位

并加以言说。正如亨利 ·詹姆斯所说 ,“冒险 ,仅

仅发生在那些知道如何去描述的人身上。”[ 9 ] ( P41)

富兰克林早年离家出走的冒险在《自传 》中被刻

画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面对茫茫大海上的暴风骤

雨 ,还是漫漫人生中的凄风苦雨 ,富兰克林都经受

住了考验。他在船上发烧甚至死去 ,他在费城蓬

头垢面、衣衫褴褛 ,他在印刷行业初来乍到 ,他对

人情世故毫无经验 ⋯⋯所有这些只是为英雄主角

的品质特征提供了种种映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

英雄必然经历诸多考验一样 ,富兰克林同样面对

一切可能的挑战。《自传 》描述了英雄主角富兰

克林从平凡走向伟大、从奋斗走向成功的天路历

程。

富兰克林在《自传 》中揭示了自我深层的价

值和信念、也揭示了普遍的人类经验 ,以此实现了

自我的梦想 ,建立了一个历史的神话。荣格曾经

说过 ,“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

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

话。”[ 10 ] ( P163)他还在自传中写到 ,“对于我们的内

心 ,自我意味着什么呢 ? 只有通过神话的方式才

可以表达出来。”[ 11 ] ( P3)
显然 ,在荣格看来 ,人类的

本质是基本相同的。“神话是表达普遍生活的最

为简洁的方式 :它显示了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相同

的事件、经验和情感是人类永恒经验的组成部分。

神话抓住了人类生活的本质 ,而个人的神话同样

体现了与他人相同的事件和情感。”[ 12 ] ( P84)
富兰克

林《自传 》中的个人成功不仅意味着富兰克林自

身的财富获得与地位提升的过程 ,还代表了美利

坚民族的奋斗与觉醒的历程 ,它在更广泛的意义

上成了个人奋斗与自我实现的神话 ,成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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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美国神话。

富兰克林的《自传 》已经超越了个人经验的

表达与内在动力的叙述 ,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产物。

“自传不但以其完全的真实性展示了一切个性的

塑造工作 ,而且也展示了一切个人经历其历史并

将其变为神话的方式。一切自传问题都包含了从

历史性和坦诚性的幼稚的神话到具有神话色彩的

真实刻画。”[ 13 ] ( P82) 富兰克林《自传 》展现了自我

完美成熟的个性 ,也展示了特定时代的美利坚文

化精神 :勤劳节俭、个人奋斗、讲究实效 ⋯⋯它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成功

的范例。恰如自传研究大师菲力浦 ·勒热讷所

说 ,“在未来 ,自传有机会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伟

大神话之一 ———自我的神话最令人着迷的方面之

一 ,继续存在下去。”[ 13 ] ( P106)
或许 ,富兰克林的《自

传 》亦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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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terna lM yth : F rank lin ’s A u tob iography

YUAN Xue - sheng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 iangxi, 330031, China)

Abstract: A s the first modern American autobiography, F rank lin ’s Au tobiography p rovides a paradigm of

self - aliance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s, and disp lays a deep - structure in the outward framework of his pur2
suing success. W ith the metaphorical autobiographic narration, Autobiography not only rep resents the individ2
ual values and beliefs, but constructs an archetype of the American myth as well.

Keywords: Franklin’s A utobiography; narration; deep - structure;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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