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 12 月
第 4 期(总第 63 期)

　　　　　　　　　　

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
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of 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 ute
Dec. 2006

No. 4( General No. 63)

收稿日期 :　2006 - 10 - 26
作者简介 :　雒庆娇( 1972 —)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讲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试论但丁《神曲》的寓言性
雒庆娇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文史部 ,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　《神曲》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它的难懂 ,一方面是由于它“百科全书”的性质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

无所不在的寓言性。其以小见大的艺术特性和功力在某种程度上极具寓言的本质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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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丁的《神曲》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它

的难懂 ,一方面是由于它“百科全书”的性质 ,另一方面是由

于其无所不在的寓言性。诚如研究者所言 :“对但丁来说 ,寓

意的方法不仅是艺术技巧的问题 ,而且是思索整个世界的一

种方式 ,因为世界本身就被认为充满了象征意义 ,有如一件

艺术作品。”

要分析《神曲》的寓言性的特征 ,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寓

言。寓言的诞生 ,主要就是由于有的道理不便于直说或明

说 ,或者不容易说得明白、动听 ,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道

理。这就意味着 ,古老的寓言往往存在着“故事 ———道理”的

一一对应关系 ,而所谓的“道理”,不外乎就是一些被千万次

的生活实践所印证的略带哲理的观念。一般的寓言学者普

遍地接受莱辛的定义 :“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通道德格言引回

到一件特殊的事件上 ,把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的事件 ,用这

个事件写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大家可以形象的认识出

这个普通的道德格言 ,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寓言。”可以

看出 ,寓言包括着这样几个组成要素 :寓言故事、寓言形象和

道德教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寓言性 ,是看其故事情节和人

物形象是否具有载体和寓体性质 ,即是否通过带有寓言色彩

的故事和寓言意味的形象 ,提炼出道德教训。

其一 ,就寓言故事而言 ,它是寓言的载体 ,如一只船 ,负

载着整个寓言的理性价值 ,寓言是否深邃 ,与故事的理性含

蓄紧密相关。但丁曾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指出诗有字

面的、寓言的、道德的、神秘的即神学意义上的四重意义 ,而

后面三种统而言之为寓言义 ,即超越字面的象征意义。而这

里所说的寓言故事实际上就是但丁所指的诗的字面义 ,那么

《神曲》的字面义是什么呢 ? 但丁指出《神曲》“就字面意义而

论 ,全部作品的主题不外是亡灵的境遇”。而《神曲》作为一

部亡灵们的境遇书 ,作品通过诗人幻游的形式 ,借助诗人叙

述者的身份 ,讲述了彼岸世界中亡灵们的生活情景。这个彼

岸世界是由地狱、净界、天堂的冥界三境组成 ,故又称之为三

界故事。但丁笔下的三界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抽象化、寓言化

的世界。《神曲》中的故事都有来源 ,但我们对其中的人物、

时间、史实 ,则不可做刻板的理解 ,但丁是随取随用 ,大胆想

象的 , 如果以博考文献 ,言必有据的所谓历史小说的创作、

批评方法来“检验”这首长诗 ,就把整部作品的意义空间缩减

到近乎封闭的程度。

地狱是罪人的灵魂的受难所 ,里面居住着各色各类受罚

的灵魂 ,这些灵魂都是前世造孽的恶人 ,他们按生前所犯罪

行的轻重 ,分别被置于不同的圈层中 ,罪恶愈大 ,堕落的圈层

愈深 ,所接受的惩罚也就愈重。净界是那些罪责较轻、具有

悔罪意识、被上帝宽恕了的亡灵进行忏悔和赎罪的地方 ,也

是进入天堂前 ,根除欲念、净化灵魂的修炼之所。但丁的天

堂是一个非物质的世界 ,充满了光明与爱 ,比中国神话中金

碧辉煌的天堂显得既空灵又高远 ,只有那些心怀仁爱、积有

善德的君子、圣人方可享受天堂的永世之乐。这表面上看似

繁芜的故事情节、人物遭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故

事的反复演绎而已。三界中涉及的人与事不知有几多 ,虽众

多的故事细节各不相同 ,但是就叙事功能而言 ,这些故事却

又是类似的。地狱中的灵魂都经历了从犯罪到惩罚的过程 ,

《净界》和《天堂》则遵循了过失与赎罪、善与永生的结构原

则。三界故事虽是以冥界三境中的亡灵们的境遇写成的 ,包

容了地狱、炼狱与天堂三个平行的支故事 ,但此三者并无直

接的关联 ,而是彼此隔绝着的世界 ,它们分别只与现实世界

发生着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诗人对亡灵境遇的描述中

看出 ,这个现实世界对于亡灵们的此在来说 ,它是一种前在 ,

对于身处于现世或此岸世界的读者而言 ,亡灵们的世界又是

一种来世、一种彼岸。此岸与彼岸 ,今世与来世虽是不共戴

天的两岸世界 ,但它们具有因果联系 ,彼岸的苦乐全赖今世

的行为 ,造恶者堕入地狱遭受万劫不复的苦刑 ,向善者荣升

天堂永享光明与幸福。前者是因 ,后者为果 ,罪与罚、善与赏

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因果关系 ,但都统一在善恶因果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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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学说中。自然 ,这一故事所负载的意义绝不仅限于

此 , 但丁曾经这样概括说 :“从寓言来看全诗 ,主题就是人凭

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 ,理应受到公正的奖惩。”由此可见 ,他

所侧重的"寓言意义"显然是蕴涵了善恶选择及其道德指向

的 ,但丁带领我们游历的宇宙三界 ,即是一个“通过寓意来不

断建构的道德世界”。那么 ,这样一个宏伟的寓言世界到底

用什么样的寓言形象和方法才能建构起来呢 ?

其二 ,就寓言形象而言 ,它是寓言的寓体 ,一则寓言的基

本寓意都是通过寓言形象的行为体现出来的 ,而一则寓言是

否生动隽永 ,流传后世 ,与寓言形象的塑造紧密相关。中世

纪的传统寓言形象大多选用自然界的动、植物为载体。中世

纪的人把自己充满灵感的眼光放在自然界的动物上 ,发现了

铭刻在自然界和动物上的宗教法则。中世纪的思想吸取了

早期东方人对奇珍异兽的想象 ,而这些奇珍异兽在贫乏的现

实世界中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 ,但丁把它放在梦幻中 ,如气氛

阴森恐怖的《地狱篇》,里面就充斥了许多怪兽的形象。使主

人公但丁最为惊恐的怪兽是第八层地狱的守护者野兽格吕

翁 ,“它的面孔是正直人的面孔 ,外貌是那样和善 ,身体其余

部分完全是蛇 ;它有两只一直到腋下都张满了毛的有爪子的

脚 ;背上、胸部和左右腰间都画着花纹和圆圈儿。”这个诡异

的形象是欺诈的化身 ,正直的面孔、邪恶的蛇的身体、加上象

征种种阴谋、诡计的花纹和圆圈儿 ,处处都象征欺诈者的特

征。像这样的动物意象在《神曲》中俯拾皆是。

在《神曲》众多的寓言形象中 ,最突出的是维吉尔和贝亚

德的形象。这两个人物不象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那样以丰富

多彩的生活去尽其所能地获得似真性效果 ,而是甘于在“简

化”的生活情境中有意“放大”其假定性特征。但丁是出于对

维吉尔的崇拜和热爱 ,把他作为地狱和净界的向导 ,并予以

极高的赞美。他赋予这位古罗马诗人以崇高的使命 ,用他象

征智慧和理性 ,用他带领自己游历地狱和净界象征人凭理解

力和判断力认识罪恶的后果 ,从而悔过自新 ,通过锻炼达到

道德上的完美境界。但维吉尔属“邪教”之列 ,在中世纪 ,异

教徒是遭诅咒的。而且教会要求的是温驯的虔诚 ,而不是清

醒的理性。但丁以异教文化作为人走向完善和美的起点和

基础 ,以理性和智慧作为人获得现世精神生活提升的引导 ,

这一切都迥异于中世纪的传统 ,所以 ,维吉尔是完全“但丁

式”的寓言形象。贝亚德这一寓言形象的私人色彩更为浓

厚 ,但丁年轻时曾经爱上一位名叫贝亚德的女子 ,在《神曲》

中贝亚德象征信仰和神学。她引导但丁游历天国 ,最后见到

上帝 ,象征人通过信仰的途径和神学的启迪认识最高真理和

至善 ,获得永生的幸福。贝亚德既是但丁少年童真之爱的积

淀 ,也是他晚年精神自救的宗教信仰的象征 ,是童真之爱和

信仰之爱二者的象征。

其三 ,就道德教训而言 ,它是寓言的本体 ,是由寓言故

事、寓言形象引述生发出来的道理。如果说《神曲》作为寓言

故事是一部关于亡灵彼岸世界的境遇书 ,那么它的道德义则

是现实世界人类如何走出困境的启示录。前者的三界构想

搭起了整个《神曲》结构的基本骨架 ,它为但丁陈说对人类和

世界的看法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因为在寓言故事

里诗人已不再是亡灵境遇的目击者和故事的叙述者 ,而成为

故事角色的主体 ,由亡灵而诗人 ,这种角色的转换 ,使得故事

的叙述范围 ,由原来的冥界三境前延到现实世界。森林 ———

地狱 ———净界 ———天堂构成了寓言故事的基本情节 ,同时 ,

它也使充满神秘幻想的彼岸世界、宗教故事转化成了富于哲

理沉思的现实社会的人生寓言 ,因为诗人的实体形象和现实

世界的身份可以使抽象的观念和说教有了具体可感的依附

对象。这一结构不仅是作者对现实人生、社会乃至人类历史

苦难遭遇的生动描写 ,也是对其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抽象概

括。同时它也表明人类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难免会走弯

路 ,犯错误 ,会伴随着数不清的失败与教训、痛苦与不幸 ,甚

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只要人类不断总结过去 ,开辟未来 ,

不断地探索进取 ,百折不挠 ,那么 ,人类就一定能够超越现实

的种种困境 ,阔步迈向无限美好的明天。在《神曲》中 ,这些

道德教训的揭示是通过圣彼得考问但丁关于信仰的问题

(《天堂 ·第二十四篇》) 、圣雅各考问但丁关于希望的问题

(《天堂 ·第二十五篇》) 、圣约翰考问但丁关于仁爱的问题

(《天堂 ·第二十六篇》) ,但丁执地有声的回答就是对人类最

好的道德教训。

由此可见 ,但丁利用寓言方式于弹指之间就能把艰深的

奥义播扬到俗众之中 ,似乎《神曲》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善恶

报应”的故事讲述一个深刻哲理的寓言 ,那“简单”之中其实

又隐含着无限的玄机。因此 ,我们甚至可以说 ,《神曲》的寓

言性 ,就体现在长诗对寓言之“简单”精神的借用上。寓言这

种文体形式所具有的“理性美”,无疑为我们从艺术性角度把

握《神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作为一个有强烈使

命感的文学家 ,但丁以“诊断”时代、社会的病症以“疗救”之

为创作动力 ,其清醒的理性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

印痕。但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 ,但丁显然又不仅仅只追求诗

歌的思想性 ,“理性美”正是《神曲》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

的具体体现。其以小见大的艺术特性和功力在某种程度上

极具寓言的本质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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