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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泰戈尔小说与戏剧创作中的象征主义构成

王 燕
(苏州科技学院中文系,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除了诗歌创作, 泰戈尔还写有大量小说和剧作。泰戈尔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通过 四

个人 、家庭与世界 、修道士 、国王与王后 、齐德拉 、红夹竹桃 、邮局 等一系列小说和戏剧作品中的

寓意象征性叙事手段,能动运用象征主义的技巧方法和艺术手段, 引领着印度的小说和戏剧艺术走上了现代

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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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th Tagore,

1861- 1941)不仅是享誉世界的伟大诗人, 还是

杰出的剧作家和小说家。在长达 60多年的文学

生涯中,泰戈尔共写了 52 部诗集、30多个剧本

和大量的小说类作品。泰戈尔学贯东西,博大精

深, 并且十分注重从习西方的精神文化,毕生致

力于将东西方两大异质文化折衷调合。他的创

作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为印度

文学继承发扬民族文学传统并能动借鉴外来经

验作出了榜样, 为印度文学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

路开辟了方向。

从整体创作审视,泰戈尔的主要文学成就最

突出地显现在诗歌领域。1913年, 泰戈尔的英

文诗集 吉檀迦利 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

奖,继之 园丁集 和 新月集 也在这一年出版,

这些诗集为泰戈尔赢得了世界性的盛誉,同时也

把世人的文学视野引向了古老的东方。然而,除

了以诗名享誉世界, 泰戈尔还是印度近现代文坛

上最重要的剧作家和和小说家,他是使得印度戏

剧和小说的叙事手段发生现代性变化的里程碑

式的人物。

一

泰戈尔的小说创作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

阶段。前期以短篇小说为主, 后一阶段的创作成

就则相对集中在中长篇小说方面。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

艺术上抒情和叙事完美结合, 情节设置跌宕起

伏,语言有着诗性的凝练和优美, 其中一些作品

如 饥饿的石头 等已经具有了象征主义的特点。

他的长篇小说更多地表现了印度近代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生活愿望和社会理想,其中居有突出

的地位有 沉船 、戈拉 、四个人 和 家庭与世

界 。在这类长篇作品中若 戈拉 可以归类为现

实主义作品、沉船 能够算是浪漫主义作品的

话,那么 四个人 和 家庭与世界 则可以视作他

的小说创作转向象征主义方向的明证。 四个

人 和 家庭与世界 可以视作他的小说创作从现

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向象征主义的明证。

中篇小说 四个人 [1]
放弃印度传统文学叙

事惯常使用的情节复杂、描绘冗长、性格发展缓

慢的手法, 转而采取注重简洁的象征与暗示的叙

事技法。整部作品没有完整的情节,只是一些故

事的拼接组合。 四个人 人物只有四个,结构分

为四章,每一章叙述一人。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沙

吉士, 作品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位描写了他对真

理和宗教性内心渴望的探求追索。沙吉士的伯

父加格莫汗是位无神论者和襟怀博大的人道主

义者, 他影响着沙吉士的思想, 使他成为理性主

义的崇拜者。沙吉士的兄长是个有神论者,一个

无耻卑鄙的淫荡鬼。沙吉士遇见一个流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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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己兄长奸污的姑娘,加格莫汗收留了她, 为

了保护她的名誉,沙吉士提出与她结婚。但是出

人意料的是这位姑娘仍然爱着祸害了自己的淫

荡鬼,拒绝与他人结婚。这件事动摇了沙吉士对

人之理性的信念。加尔各答流行霍乱, 伯父把家

庭变作医院,为穷人治病,自己也染上霍乱致死。

伯父的理性偶像倒了,沙吉士为了填补生活的空

虚,为寻找新的信仰而奔波。他追随一位信奉毗

湿奴教的修道士,沉缅于宗教感情之中,企图从

中寻求解脱。这时, 一位女信使、年青而漂亮的

寡妇达米尼迷恋上了沙吉士, 沙吉士却把人类爱

情看作幻觉而加以拒绝,尽管他处处回避,却时

时意识到她那血肉身躯的存在。一次, 他们一行

在一个洞穴里过夜, 他感到仿佛一只野兽正用利

爪抓他的全身,他害怕地用脚使劲踢去,恰好踢

在达米尼的胸脯上。达米尼明白, 沙吉士把爱情

看作是兽性的表现, 不可能接受她的爱,就与小

说中的第四个人、故事的叙述者室利比拉斯结了

婚。但达米尼胸脯在洞穴受到沙吉士的致命打

击,终于酿成大病而死。

四个人 形象朦胧,意象也同样朦胧, 作品

主题几近无法提炼把握, 只能大概附会其是人类

灵魂对真理的不断求索和求而不得吧。

沙吉士象征着灵魂, 加格莫汗象征理性, 达

米尼则暗示为人的自然本性。作品似乎不仅说

明宗教感情是一尊虚假的偶像,也暗示着极端的

理性存在着局限,因而沙吉士始终感到困窘。达

米尼的死去,又似乎说明着人的自然本性尽管现

实具体,但终究不是崇高的精神存在。那么什么

是最高真理呢? 小说没有答复,因为对真理探求

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

家庭与世界 [ 2]
立意宏大, 结构精巧严整;

人物不仅是象征符号,而且有着鲜明的个性。

长篇小说 家庭与世界 的背景是20世纪 10

年代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小说只有三个人物,

他们以自述形式展示着各自的心理变化。庄园

地主尼基尔家道富有,同情农民,乐善好施,蓄意

民族振兴和社会改革,并追求人格的完美。尼基

尔鼓励妻子比马拉接触社会, 目的是让妻子成为

一个完美性格的人, 而这件事却导致了尼基尔的

朋友桑迪帕在感情方面的乘机而入。桑迪帕是

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口才雄辩,激情澎湃,号

召抵制英货,主张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比马拉

崇拜桑迪帕的才华和生气,把他视为爱国者的偶

像加以崇拜,由崇拜又渐次产生了情爱;而桑迪

帕身上那满腔爱国热忱也很快转化为对一个艳

妇的肉欲追求。尼基尔发现了他们的暧昧关系,

但他没有横加干涉, 而是让妻子进行自由选择。

后来, 比马拉发现了桑迪帕人格的卑下和品行的

不端, 遂回心转意,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小说的

主要内容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民族自治运动中两

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对峙,一是情爱纠葛中的情

与理的博争。尼基尔代表着投身于民族自治运

动的富有建设性的爱国者形象,是绝对真理的追

随者; 而桑迪帕则代表自治运动中的狂热者、破

坏者和极端贪婪者。前者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

后者是卑鄙的实用主义者,比马拉则居于上述两

种力量中间,是被争夺、被拉扯的人物。从某种

意义上判断,尼基尔代表圣洁的古代印度, 桑迪

帕象征贪婪的欧洲,而比马拉则是现代印度。作

者把一切恶德败行如贪婪、欺骗、虚伪、好色都集

中在桑迪帕身上,而把一切崇高情操都集中在尼

基尔身上, 明确昭显着泰戈尔对于这场文明与价

值观冲突的原则立场。小说叙事运用了大量的

内心独白, 不仅描绘了人物对各个事物的态度,

也勾勒了人物各自微妙的心态,使得这部小说收

到了独到的艺术效果。

泰戈尔的小说前期倾向于浪漫主义和现实

主义, 后期则倾向于表现主义。在艺术上前期侧

重于起伏跌宕的情节构思、人物形象的细腻描

绘、生活细节的冗长铺叙; 后期小说则情节浓缩,

人物集中, 且广泛应用象征、暗示手段,人物具有

多层次、多侧面的心理变化。再就是偶像的小说

常采用诗的语言, 洋溢着诗情画意, 具有一种典

雅的风韵。泰戈尔还不断变化小说结构,或采用

自述形式, 或选择讲故事形式, 或撷取诗化散文

结构以及象征寓意的戏剧风格,令人目不暇接。

二

在戏剧创作方面,泰戈尔共写有 30多部戏

剧,较有影响的如 修道士 ( 1883)、国王与王

后 ( 1889)、牺牲 ( 1890)、齐德拉 ( 1892)、国
王 ( 1910)、邮局 ( 1912)、红夹竹桃 ( 1925)、

首陀罗女郎 ( 1933)等。关于泰戈尔的剧作, 通

常可以分为非象征主义戏剧和象征主义戏剧两

大类式,象征主义戏剧在他的全部戏剧创作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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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大的比例, 大自然的报复 、齐德拉 、
邮局 和 红夹竹桃 都属于这一类。即使在那

些非象征主义戏剧中,泰戈尔也时常运用象征手

法。泰戈尔希望通过他的戏剧探索人生、社会、

自然界的许多哲理, 因此他的戏剧基本上反映了

他的哲学态度和思想见解。从戏剧的传统角度

透视,他的剧本有时会出现一些与剧情发展没有

多大关系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角色, 剧情的发展似

乎也不刻意要求合乎逻辑,但在另一方面,这些

角色对表现他的主张或他的哲学见解又是必不

可少的。他要求的逻辑是哲学上和主题方面的

∀内在#逻辑, 而不是剧作结构形式上的逻辑联

系。在取材上, 泰戈尔把日常的生活小事作为素

材写入戏剧, 他认为,由人的存在引起的日常活

动是有意义的, 原因是这些日常活动是人类生存

的宇宙韵律的组成部分, 人是以自己的日常活动

确证其自身存在的。基于此种认识,泰戈尔剧作

中的日常生活也显得富于哲理、充满魅力。泰戈

尔惯于在创作中使用抒情手法,他的戏剧语言具

有诗化风格,剧中的主人公性格也被赋以诗意。

修道士 [ 3]
(又译为 大自然的报复 )写成

于1884年。该剧作的剧情大致为: 一位修道士

坐在洞穴前, 自以为经过长时间修炼, 已接近达

到解脱的境界了,很快就能与凡俗割断联系了。

他冷眼打量过往的行人, 为自己即将脱俗弃欲而

欣喜。但是,他的宗教沉思被一个叫瓦散蒂的女

孩打破了。瓦散蒂的父亲因触犯教规遭到惩罚,

瓦散蒂本人也受到了社会的冷遇。虽然身处逆

境, 但瓦散蒂心中仍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瓦散蒂想跟修道土交友,修道士却不为所动, 撇

下瓦散蒂四处云游。在途中他又看到他以前认

为庸俗的男欢女爱和世人为艰辛生活进行的奔

波, 这些都使他深受触动, 遂不再以出世之心对

此冷眼相向了。他重又感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爱

与欢乐、痛苦与忧伤的意义。此时, 他想起了瓦

散蒂,当他回身寻找时却被冷漠的人们告知瓦散

蒂死了。热爱平凡人生的瓦散蒂紧紧抓住了生

活的真谛。瓦散蒂死去了,但她拯救了修道士。

在孤独中死去的瓦散蒂象征着我们往往对蕴含

在平凡生活背后的深刻哲理视而不见、充耳不

闻。瓦散蒂之死是举世之人的生命悲剧。

国王与王后 [ 3]
写于 1889年, 它直接反映

了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丑恶本性和他们鱼

肉压榨人民的罪恶行径。国王威克瑞姆钟爱王

后苏来特拉并因此而荒废了国政。外戚们则利

用这一点在国内肆意横行地剥削、掠夺百姓。王

后向国王提出要严厉惩罚自己的族亲,国王却由

于深爱王后而对此迟疑犹豫。王后负气离开国

王,到其兄长、克什米尔国王库马森处请求援助。

王后此举触怒了国王。国王认定王后背叛了自

己的感情, 于是发兵讨伐克什米尔并打败了库马

森的军队。王后几次求见, 都遭到国王的拒绝。

国王声称: 除非库马森本人亲自前来投降, 否则

他决不收兵。此时,克什米尔发生了内乱, 库马

森的叔父趁着危机篡夺了库马森的王位。威克

瑞姆国王感到事态严重,宣布宽恕库马森并恢复

他的王位。就在这时,外面来了一辆马车。车门

开处, 抱着库马森的人头端坐在车厢里的苏来特

拉王后, 在斥责了国王的不义专横之后倒地死

去。由于威克瑞姆国王意气行事, 不顾后果, 结

果造成了家庭破裂、政局动荡等一系列恶果。作

者借此剧情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神话剧 齐德拉 [ 3]
( 1892)是一部象征主义

的哲理性剧作。马尼浦国王的女儿齐德拉,面相

不太美丽却酷爱习武战阵。一次, 她在林间行

猎,偶遇大英雄阿周那。齐德拉向阿周那求爱,

却遭到了立志苦修的阿顺那的拒绝。为了赢得

阿周那的爱情, 齐德拉请求爱神和春神赐给她哪

怕一天的美貌。爱神和春神应诺了齐德拉的愿

望,并且把时间延长约定为一年。凭靠美丽的容

貌,齐德拉赢得了阿周那的爱情。但这种借来的

美丽和包裹起来的虚假,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后

来,她发现阿周那所爱的是兼有勇武温柔双重特

质的本色齐德拉, 而非变换为别种面容的美女。

一年期限届满,齐德拉卸下伪装现出本相, 两个

相爱的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从剧情我们可以

看出: 爱的吸引,既是肉体的,更是心灵的。齐德

拉以美色征服了阿周那, 但没有赢得真正的爱

情,所以她感到的不是幸福, 而是倍加痛苦。她

以伪装赢得了暂时的满足,却只得到了阿周那的

貌合神离, 当齐德拉以自己的真实面貌赢得阿周

那倾心时, 爱情终于形神契合, 生命也达到了完

满的境地。

独幕剧 红夹竹桃 [ 3]
( 1926)是泰戈尔创作

的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象征主义戏剧。该剧的剧

情是这样的:在雅克夏城里,矿工被当成机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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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变成了奴隶,他们像蚯蚓一样钻到地下,日夜

不停地服着苦役,为统治者挖掘金矿石。没有希

望, 也没有光明, 最后的结局只能象被榨干了汁

水的甘蔗一样被嚼成渣子扔掉。多数人被烧成

了灰烬, 少数人才能发出光芒,这就是雅克夏城

的法则;让别的人全都死去,只让自己活下来,这

是雅克夏城统治者的信条。后来, 一个叫南迪妮

的姑娘来到雅克夏, 她身上佩戴着红夹竹桃编就

的花环。她的魅力使许多人着迷, 姑娘的到来在

雅克夏引起了一场风波: 工人们被她勾走了心,

年迈的教授为她路过带来的微风而动, 心神∀嗖

地一下像小鸟一样飞去#, 没有人性的统治者总
督、副总督都被她的魔力迷住了眼睛, 最后连国

王本人也被姑娘打动了,竟然同她携起手来, 自

毁象征统治权力的∀圣旗#,破坏着这个城市的一
切,工人们也和他们一道投入了战斗。剧作中,

雅克夏城的黑暗环境是当代工业文明社会的缩

影, 这里的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 大法师对人民

的欺骗, 工头对总督的巴结, 工人们的悲惨命运

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分歧,无不是泰戈尔对现实

生活情景的象征性写照。泰戈尔笔下的南迪妮

是生活中健康力量的代表,她和情人蓝震又都是

勇气和正直的化身。他们二人的出现为失去理

性、只知疯狂追求金钱利益的雅克夏城注入了生

机。贪欲与爱发生碰撞,贪欲土崩瓦解, 连它的

总代表国王也被感化发生了转变。剧作以寓意

象征和神秘主义的表现手法见长, 雅克夏象征不

自由、受奴役的印度国家, 苦难矿工象征印度人

民,女主人公南迪妮的形象则象征着印度自由的

灵魂与出路。这部戏剧的主旨在于谴责专制制

度,号召人民反抗暴政、争取自由。

创作于 1911年的 邮局 [ 3]
是泰戈尔的象征

主义戏剧代表作,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一出剧作。

邮局 的少年主人公阿马尔患有重病。医生和

养父以∀秋天的阳光,潮湿的空气#对有病的孩子

有害为由把他关在家里, 禁止外出。阿马尔向往

外面的世界,他坐在窗口,浮想联翩,希望自己变

成一只松鼠, 能够自由跑到远处的山上;他想不

停地行走, 像外面的打工者一样四处找活干、坐

在小河边上吃东西; 看到卖奶酪的小贩从窗前经

过, 阿马尔就想也能做一个小贩, 大声吆喝着卖

新鲜的奶酪; 有更夫经过, 他爱听更夫的锣声。

更夫告诉他, 那边的大房子是国王新设的邮局,

阿马尔就幻想做个邮差,并希望能得到国王的来

信。他要采花的小姑娘苏陀给他鲜花,保证长大

后挣钱还她。他还把自己的玩具分给外面的孩

子们。阿马尔的病越来越重,老爷爷就扮托钵僧

给他讲故事。这时村长走过来, 拿了张白纸, 说

是国王的来信,以此奚落阿马尔。正在此时, 信

使报告国王今晚驾到, 井派来御医给阿马尔治

病。阿马尔打算向国王提出做他的邮差的请求。

然而, 阿马尔没有等到国王的来临, 他死在了禁

闭之中。

作品中的阿马尔是人类的象征。他对外面

世界的渴望象征了人类对自由本能的向往和追

求。阿马尔是个孩子, 同时又象征着幼小的生

命,如同自然生命需要阳光水分一样,阿马尔的

生命力需要自由的滋养。他向往外部世界,内心

里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

抒发和完成。阿马尔需要到大自然中去,但他和

自然的联系却被人为地阻断了,这让阿马尔感到

窒息。阻断这种联系的是医生和养父马陀夫,医

生也许博学,养父也并非不关心儿子,但他们看

不到阿马尔生病的真正原因是缺少同自然界的

联系, 无法理解到外面去才是阿马尔的真正需

要。阿马尔隔着窗户,他把自己对生命的内在追

求投向过往的人们,象征着生命除了物质上的要

求外, 更需要精神的欲求。他以内在的浪漫气质

影响人们, 使人们从最平凡而辛苦的劳动中发现

生活的意义。阿马尔的精神和屋外人们的精神

沟通了,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如何受到外界事物的

感染和他对外界的影响。他以超人的热情和勇

气,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冲破了禁闭。世界在他的

眼里神奇起来,平凡的事物染上了明亮的色彩。

他从小松鼠的动作中体会到乐趣、满足了好奇;

他把远山看成大地的手臂,向人们招摇着。阿马

尔使卖奶酪的懂得了如何快乐,连没有想像力的

更夫也受到阿马尔的启示,创造了邮局为阿马尔

所设的假想,并预言邮差会将国王的信送到阿马

尔手里,阿马尔给孩子们以快乐,给苏陀以鼓励,

让她从辛苦的劳动中体验人生的价值。在阿马

尔眼里, 一切平凡的事物显得非凡起来,没有生

命的都获得了生机。他揭开了日常生活中的假

面,使人们发现了生活真谛。这假面一旦揭开,

繁重的工作不再困苦,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 生

活中的一切都蕴涵着哲理,都是宇宙韵律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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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阿马尔的精神逃离禁锢,在与外部世界建

立的稳固联系中实现了自由。另一方面,他也使

得外界的人们理解到了生命的价值并非世俗生

活所追求的实用价值,即以有形财富为代表的价

值,而是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卖奶酪的、更夫、

孩子们、苏陀等人都理解阿马尔, 他们反过来激

发了阿马尔敏感的想像力;受到更夫的启示, 阿

马尔产生了做国王邮差的愿望。邮差具有象征

意义,他是联系人际感情的使者。国王则象征了

自由,阿马尔想做国王的邮差,正是要把自由的

信息传递给众生,把他所理解的生活传达给每一

个需要自由的人。但是, 阿马尔的肉体被束缚

着,肉体的存在妨碍了精神的自由。御医给阿马

尔带来死亡的消息,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亡,

而是从肉体的死亡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通过死

亡获得永生。阿马尔引导人们摆脱庸俗的物质

世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这种意义讲, 他

早就是一名称职的邮差了。阿马尔死了, ∀苏陀

不会忘记他#, 那些受到他的生命活力感染的人
都缅记着他。

邮局 的主题是解脱。阿马尔渴望自由,而

他的灵魂因肉体受到限制无法实现自由。要想

获得自由, 必须摆脱肉体的禁锢。国王有信来,

御医开出的治疗药方是死亡。阿马尔终于在死

亡中获得了解脱,获得了精神的绝对自由。

如果说阿马尔对外面世界的渴望象征了人

类对自由的渴望的话,那么马陀夫、医生、村长这

三个人实际上代表了生活中妨碍自由追求的教

条和庸俗的生活态度。医生死扣书本, 脱离实

际,是教条主义桎梏的象征;马陀夫象征着追逐

财富的人生目的, 物质存在高于一切,精神的价

值被消解挤压到极限,几近于无; 村长奉权力为

神明, 代表着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人们,和马陀

夫式的追求财富本质上相同。这三个人抑制了

阿马尔从肉体到精神上的自由。

邮局 这部诗化的戏剧集中体现了泰戈尔

象征主义戏剧创作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寓意象征是泰戈尔戏剧

和小说创作较突出的技巧方法和艺术手段。尽

管象征主义手法不是泰戈尔的独创,但泰戈尔通

过自己在小说和戏剧作品中大量的象征主义描

写,拓展了印度民族文学叙事手段的丰富性和多

样化, 引领着印度小说和戏剧艺术走上了现代化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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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mbolist Element of Tagore∃ s Novels and Dr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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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bindyanath Tagore wrote many novels and dramas besides his poems. Tagore applied the Western literary realism to his

works Four People, Family and the World, A Friar, King and Queen, Qidela, Red Rosebay, Post- office, which used the symbolist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artistic methods. Tagore led the Indian novels and dramas along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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