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马克·吐温风格的转变

赵刚松

#雁北师范学院外语系 山西 大同 $%&$$’ (

摘 要：分析马克·吐温不同时期的三部作品创作风格的转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主义的成份越

来越少，悲观主义的成份越来越多，最终理想主义消失殆尽，悲观主之成为其晚年作品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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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评论家施密特所说，马克·吐温的幽默 “在十九

世纪七、八十年代找到其天然的伙伴，并且永久的、稳定

的结合在一起。”施密特所说的伙伴就是马克·吐温的悲

观主义，“那种对人类处境的忧郁视野，想要找到乐子但发

现很难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越来越多的转向对事情本来面

目的批判。”或许，我们应该再补充上一句，马克·吐温土

生土长的理想主义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减少，最

终在其晚年完全消失。

一、《汤姆·索耶历险记》中的社会批判或悲观主义

《汤姆·索耶历险记》中描写了一幅儿童世界的伊甸

园图景 *，但是，正是这个理想的儿童世界与那个一事无

成、按部就班的成年人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故事中的的确确没有任何成年人的行动获得成功。在

第一部分，波莉姨妈惩罚汤姆粉刷篱笆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中间部分，大人们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葬礼，然而孩子

们并没有死；而校长却丢了假发套，露出自己的金漆脑

袋。随着故事进入尾声，装模作样的大人们的计划走入歧

途，汤姆和贝琪在洞中迷路几小时之后大人们才开始寻找

他们。但是大人们并没有找到他们，同样，大人们的努力也

没有除掉恶徒印江·乔。汤姆拉着绳子一端的富于想象力

的探险挽救了自己和贝琪。甚至大人们堵住洞口也不是为

了逮住杀人犯印江·乔，而是阻止汤姆式的冒险继续发

生。文中表现的观念是：淳朴、单纯、想象力以及不可压抑

的本能优越于成年人面对世间界的方式。

在孩子们的自由与英雄行为得到赞扬的同时，作者不

失时机地讽刺挖苦愚蠢的、自命不凡的大人们。妇女们为

印江·乔请愿的不该有的同情心、假慈悲受到猛烈批判；

波莉姨妈戴眼镜的虚荣心以及轻信健康杂志的愚蠢受到

嘲笑。同时，成年人的胆小与贪婪受到蔑视。“村里的人都

要把印江·乔全身涂满柏油，粘上羽毛，用一根杠子抬着

游街示众，以惩罚他盗墓的罪行。可是由于他生性凶悍，没

人愿意领头干这事，最后只得作罢。”当汤姆和哈克带着发

现的财宝回到村子里时，“在圣彼得堡以及临近各个村镇，

凡是闹鬼的房子，木板被一块块拆下来，地基也被一点点

掘开，全是为了搜寻埋藏的财宝——— 干这些事的并不是孩

子，而是大人——— 其中有些还是一本正经、从不想入非非

的人。”虽然孩子们的勇敢与雄心受到赞赏，但是这些大人

们的行为显然是作为胆小与贪婪的表现而受到讽刺。

作者的悲观主义流露在评论学校女学生作文那一段

的字里行间之中。该段结束时，作者说：“你会发现，学校里

那些最轻浮的，宗教意识最薄弱的姑娘，她们作文里的说

教也是最冗长同时也是最虔诚的。真实受够了。朴实无华

的老实话反倒成了不受欢迎的东西。”

以上情况下的讽刺表现得相比较明显一些，但绝不是

仅仅这些，还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努力去理解。让我们

听一听波莉姨妈严肃的自我剖析：“我对这个孩子没有尽

到责任，一点不假，上帝可以作证。《圣经》上说，闲了棒子，

害了孩子。我知道自己这样惯他，是在加重我俩的罪孽和

痛苦。他是鬼迷心窍，可是我呢！⋯⋯他今天下午准会逃

学，我明天非得罚他干活不行。”

因此，可以说对孩子们自由、幸福生活的最大威胁不

是波莉姨妈个人，而是长老会上帝统治于其中的传统文

化。这个上帝，以其“不听话的孩子要在地狱中受到烈火焚

烧”的教条，成为孩子们幸福童年的最大触犯者。汤姆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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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忏悔然后仍然我行我素的方式欺骗了这个触犯者。整

篇小说就是一个亚当式的小汤姆和他的伙伴们在伊甸园

中反抗一个失去理性的上帝的故事。

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理想主义

《哈克·芬历险记》中充满了哈克或者说是作者对南

方堕落文化的批判 $，但是作品中严肃、浓重的批判气氛

并不能完全掩盖其中理想主义的荣光。

非常明显，哈克和老吉姆呆在木筏上的时间是他们最

高兴的时候。在夏日的夜晚，一边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

一边欣赏着宽阔水域上的日出，担心着可能随时被逮住，

但是还不至于担心到对 “借来”的西瓜失去食欲或者对美

丽的满天繁星失去好奇心的地步。哈克和吉姆收获到少有

的幸福。

木筏与河流象征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个真正自

由、平等、博爱的世界，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希望但却遥不

可及的世界。作品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高贵的道德

品质。这种品质闪耀在他们经常是喜剧性的、被误解的言

谈中，并且将他们的行为塑造成黄金箴言式的童话剧：“在

木筏上你最想要的东西是让每个人都满意以及彼此以诚、

以亲相待。”

在 %& ’& 艾略特看来，故事围绕其展开的大河是一个

伟大的、褐色的神。列内尔·特里林解释道：“背对着钱神

站着的是沉默无声的河神，哈克是河神的仆人。”但是这种

理想主义正在受到南方土地残酷现实的侵蚀，它有时候甚

至侵入到哈克和吉姆在木筏上享受的自由。

尽管如此，哈克最后雄心勃勃的小说结尾词 (“我不能

忍受这，先前我已经经受过了。”) 还是在我们的面前展示

出灿烂的追求自由的空间。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库柏

《皮裹腿故事集》结尾处壮丽的、理想主义的结束场景：肩

挎长枪的纳蒂·班波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小树林，洪钟般

的声音在其消失的身后响起，“那些活着的人们说，纳蒂·

班波在山林中狩猎的权利远远早于坦普尔法官禁止他狩

猎的权利。”

三、《神秘来客》中弥漫的悲观主义

当我们在倾听马克·吐温对腐朽现实世界进行批判

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汤姆·索耶》中欣赏到丰富的伊

甸园般的乐趣，以及在《哈克·芬》中享受到河流与木筏的

小范围的稀有乐趣。然而，在马克·吐温的最后一部重要

作品《神秘来客》中，除了作者尖刻、恶毒的批判之外，我们

找不到任何让人宽慰的东西。如果那个梦一样的、唯我主

义的世界是马克·吐温理想的世界，那么，包括马克·吐

温自己在内没有人愿意生活于其中。

前两部作品中的汤姆与哈克虽然带有一些自身的缺

点，但仍然完成了许多英雄般的业绩。然而这部作品中的

西奥多和他的小伙伴们没有做出任何由价值的事情。他们

捏制的泥人、泥马最终变成荒唐可笑的跛子，捏制的枪炮

不能使用。实际上，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反抗虚伪的成

年人世界和邪恶的宗教。所有的愿望都不能按照他们希望

的那样实现，相反，却被撒旦所扭曲并造成难以预料的恶

果。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像汤姆或哈克一样的英雄的壮举，

反而无望地失去了一个不可分离的小伙伴。他们遭受孤独

的折磨却不能自己解脱出来。撒旦读懂了他们的想法，控

制他们的舌头。他们害羞、冷漠、无能，想要改造撒旦，但最

终却被撒旦所改造。最重要的是他们深受伪宗教信条的毒

害，像他们成年人的村民们一样地胆小、虚伪、甚至恶毒。

就像马克·吐温所安排的那样，他们注定要成为撒旦虔诚

的学生。

不 需要 任何 的努 力就 可以 发 现其 中阴 沉 的绝 望情

绪。受制于道德感，受限于环境，带着满脑子扭曲的幻想，

人类沉湎于只有在他们幻想时才存在的理想。“没有精神

正常的人是幸福的，对他们来说，生活是真实的，他们发现

生活是多么可怕，”因为 “没有上帝，没有宇宙，没有人类，

没有现实生活，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

没有任何像寡妇道格拉斯对“爱”的宗教的依赖或哈克

通过逃跑来逃离污浊世界的东西保留下来。理想主义完全消

失，悲观主义成为马克·吐温最后一部作品中唯一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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