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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仿文本与被模仿文本之间呈现出互文或超文的关系, 前者为文本间的共生关系, 后者是文本间的派

生关系, 其具体运用便是超文性仿作、戏拟与滑稽反串。细读 赫克尔贝里 芬历险记!, 可以发现其中存在

多处对莎剧的超文性仿作与戏拟,其中包括对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 威尼斯商人!情节模式的超文性仿作以

及对 理查三世!、 哈姆莱特!与 麦克白!经典片段的超文性戏拟。马克 吐温此举一方面是基于时代背景

与读者需求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则与其个人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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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克尔贝里 芬历险记! (以下称 历险记 ! )一直被

视为美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它出版百年之际, 美国

文坛甚至还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与学术研讨会 [1] ( P1) ,除

了这部小说, 美国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部小说能获此优

待,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文学评论界对其也不惜笔墨, 相

关研究专著与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浩若烟海。因此, 研究

 历险记!的意义不言而喻。通过文本细读与分析, 可以发

现小说中对于莎剧的超文性仿作与戏拟以及马克 吐温

此举的原因与意义。

一、互文与超文: 意义的狂欢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威廉 哈兹里特说: ∀荷马之所

以被看作所有作家中最具原创性的一个,可能唯一的原因

就在于我们无法追寻他以前的作品。# [ 2] (P233~ 234)言下之意,

荷马的史诗可能也并非 ∀最具原创性#, 他只是站在了众多

前辈的肩膀上。同时, 这句话也表明在 18世纪的英国, 人

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文学作品之间普遍存在着互文的关

系。其实, 不仅是荷马, 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马克 吐

温、艾略特及乔伊斯等文学巨匠的作品都无不相互影响和

借鉴,比如维吉尔主要是模仿荷马, 莎士比亚的戏剧则大

都借助于其前辈及同侪之作。杜甫诗云: ∀递相祖述复先

谁#,讲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这些现象正好印证了由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来的互

文性文本观, 即 ∀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

图的拼成, 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 [ 3] ( P4)。

在文本的世界中, 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 其

意义存在于和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与指涉之中。因此, 不能

孤立地从作者到作品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个文本, 而且

还应该把它放在时空的纵向历时轴与横向共时轴之中。

从纵向历时轴来看是一个文本与它之前的文本之间的关

系; 从横向共时轴来看则是一个文本与当时的时空背景之

间的关系。

发轫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 经巴特、德里达等

人阐释与发挥后, 在热奈特的手中深入发展, 并扩大了其

内涵与外延。热奈特首次提出 ∀跨文性#这一概念, 将 ∀互

文性#列为其 ∀跨文性#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在他的体

系中, 跨文性分为五类:其一,互文性, 即文本之间的共存关

系, 主要是指一种文学现象; 其二,副文本性, 指的是文本本

身与类文本之间的关系; 其三, 元文性, 是指一篇文本和其

所评论的文本之间的关系; 其四, 超文性, 即 ∀二级文学 #,

指的是承文本对原文本的模仿、删节、扩写、改编、歪曲甚至

翻译, 它主要是一种文学技巧; 其五, 统文性 (也译为广义

文本性 ) ,指文本同属一类的情况 [ 3] (P19~ 20)。热奈特同时也

警告人们: ∀不要把跨文本性的五种类型看作封闭的、相互

之间没有交流或切割的等级。# [ 4] ( P77)相反, 它们之间相互

影响、互相交叉。

作为第四种类型的超文性是热奈特  隐迹稿本: 二级

文学!中的主体部分, 也是其 ∀跨文性 #研究体系之核心所

在。他指出, 超文性是通过简单转换或间接转换把一篇文

本从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来的关系 [ 3] ( P21)。同时超文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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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一些业已经典化的文体 (尽管地位不高 ),如仿作、

戏拟和滑稽反串, 它也有可能包含其他文体, 抑或是所有

的文体# [ 5] ( P108)。也就是说, 超文性指的是一种文本间的

派生关系, 而派生的方法主要是仿作、戏拟与滑稽反串三

种。其中, 仿作是指作品故意模仿某位或多位作者的写作

风格、表达方式以及情节模式等, 借以在新的语境中达到

某种特定的艺术效果; 戏拟是指转换或扭曲原文以达到玩

味与幽默之目的, 其中经典作品常常是被戏拟的对象; 滑

稽反串是指以降低原作层次的风格对原作进行重写, 但保

留原作主题。

二、超文性语境中的 赫克尔贝里 芬历险记!
超文性仿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模仿, 它是 ∀仿作者从

被模仿对象处提炼出来后者的手法结构, 然后加以诠释,

并利用新的参照, 根据自己所要给读者所产生的效果, 重

新忠实地构造这一结构# [ 3] ( P47)。所谓的 ∀手法结构#,其实

就是上文所述之写作风格、表达方式及情节模式等内容。

以情节模式为例, 仿作便是对被模仿对象 ∀换汤不换药#的

模仿, 因为它只是对原作有所修改, 但主要还是模仿原作;

同时又利用了新的语境, 制造出一种特定的效果。在  历

险记!的第十八章和三十一章可以发现马克 吐温分别对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 威尼斯商人!在情节模式上的超文

性仿作。

小说以赫克与汤姆等一帮儿童结成 ∀强盗帮#开始。

由于不愿被道格拉斯寡妇收养, 且他的父亲也常趁酒疯虐

待他, 于是赫克装死, 逃离村庄, 并乘一节竹筏, 顺密西西

比河漂流而下, 开始了一段惊险刺激的旅程。随后, 在一

人迹罕见的小岛上偶遇私自逃出华珍小姐家的黑人奴隶

杰姆, 于是相约结伴而行, 一起经历风吹浪打。然而好景

不长,正当他们享受着自由自在的冒险日子时, 木筏被一

艘倾覆的轮船弄翻, 赫克与杰姆在逃生中失散。赫克游到

岸上并被格伦基福特一家收留。

第十八章, 格伦基福特一家人初次见到赫克便异口同

声地询问他是不是歇佛逊家的人, 给人以强烈的悬念

感 ∃ ∃ ∃ 格伦基福特一家与歇佛逊一家有着什么样的恩怨

情仇呢? 随着叙事的深入, 人们发现原来他们两家因为大

概 30年前的一场判决而结下血腥冤家,从此两家便开始了

漫长的 ∀打冤家#生涯。据格伦基福特上校的儿子勃克对

赫克所言, 双方几乎每一年各有死伤, 格伦基福特上校身

上就有好几颗子弹 [ 1] (P115~ 116) ,可见双方怨恨之深, 而且勃

克向赫克描述得绘声绘色、轻松自然, 让人不禁想到暴力

将一个 ∀十四五岁光景#的小孩变得如何狰狞。然而, 有讽

刺意味的是勃克之姐苏菲亚却与其世仇家的哈尼 歇佛

逊相恋, 并且赫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成功私奔,

由此引发的后果却是两家的火拼, 导致双方死伤多人, 勃

克和格伦基福特上校等人都无一幸免。显然, 熟悉莎剧的

读者都会发现, 格伦基福特家的故事正是马克 吐温对经

典莎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情节的超文性仿作 二者在

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首先,  历险记!中格伦基福特家和歇佛逊家与 罗密

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家和凯普莱特家都系出名门, 门第

相当; 其次,双方恩怨皆为累世之宿怨,如遗产般代代相传;

再次, 双方家族的成员各有死伤, 如在  历险记 !中, 勃克之

堂兄弟勃特被巴第 歇佛逊老头儿射杀 ,而巴第 歇佛逊

又被格伦基福特一家杀害; 在 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

蒙太古之侄班伏里奥被凯普莱特之内侄提伯尔特杀死,而

提伯尔特又被罗密欧杀死, 并直接引发了后面的悲剧; 最

后, 各自无辜的后代都因为真心相恋而私订终生。唯一不

同的是在马克 吐温的版本中, 哈尼 歇佛逊与苏菲亚尽

管私奔成功, 两家却依然没有和解, 而罗米欧与朱丽叶虽

然魂丧维络那, 剧本却在蒙太古家族与开普莱特家族的和

解中结尾。这正是马克 吐温 ∀根据自己所要给读者所产

生的效果#重新加以诠释的结果, 因为他的目的在于揭示

出当时密西西比河沿岸小镇的罪恶与衰败, 以此批判美国

的社会现实;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马克 吐温在这里还表现

出了美国农民与牧场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格伦基

( G ranger)在英文中表示农民, 而歇佛逊 ( Shepherd)则代表

牧场主 ( Rancher) %。

在第三十一章, 赫克上演了被评论家认为是小说最为

精彩的一段天人交战的自白, 且这几段历来是各路评论家

∀必争之地#, 因为这是赫克与杰姆之间的关系升华的关键

几段, 同时也是赫克废奴觉悟真正提高的几段 [1] ( P11)。赫

克经过长时间的思前想后, 猛然醒悟到, 如果不去告发杰

姆, 就 ∀越是想到这件事, 我的良心越是受到折磨, 我也就

越觉得自己邪恶、下流、不出息 # [1] ( P225) , 于是决定写信给

华珍小姐, 告诉他杰姆的情况。写好以后, 赫克一身轻松,

觉得自己已经把罪恶给洗干净了, 不会掉进地狱了。可是

赫克又转念一想 ,回忆起他和杰姆一起共同经历的风风雨

雨和杰姆对他的种种好处, 而且杰姆把他看做世上最好的

朋友和唯一的朋友, 他开始为难起来 ,并且拿信的手也开

始发抖, 因为告发还是不告发, 他只能选择其中一条路走,

而且永远也不能反悔。赫克此时的心情就如浮士德博士

肩膀两边的善恶天使一样在激烈斗争, 最终, ∀恶 #的天使

战胜了 ∀善#的天使。赫克一边把信随手撕掉,一边自言自

语道: ∀那好吧, 就让我去下地狱吧。# [ 1] ( P227)其实, 赫克做

出如此选择也正是黑格尔所谓 ∀片面正义#的胜利。在白

人种族主义者看来, 赫克与杰姆自然是非正义的, 可是从

杰姆与赫克的立场来看,却自有其正当的理由。因此, 赫克

在此处的抉择反映出他在思想观念上的转换, 即认为黑人

奴隶制是不合理的, 他也决定 ∀既然我是干这一行的, 那

么, 只要有利,我便要干到底# [ 1] ( P227)。

事实上, 上文如此精彩的一段天人交战的情节模式在

 威尼斯商人!一剧中早已被莎士比亚的生花妙笔描写得

淋漓尽致。在第二幕第二场中, 夏洛克的仆人朗斯洛特也

面临着走还是不走的两难境地, 因为如果选择走, 那么良

心 定会谴责他 可是魔鬼又拉着他的肩膀 对他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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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朗斯洛特 高波, 好朗斯洛特, 拔起你的腿来, 开步,

走! #& (第二幕,第二场 ) 可是,他的良心又提醒他: ∀不,留

心, 老实的朗斯洛特;留心, 老实的高波#,不要听信魔鬼的

蛊惑。但在朗斯洛特看来, 夏洛克也是一个魔鬼。因此若

凭良心说话, 那良心也未免太狠。于是他毅然决定 ∀我要

跑, 魔鬼;我的脚跟从着你的指挥; 我一定要逃跑 # (第二

幕, 第二场 )。于是, 朗斯洛特也做出了与赫克一样的决

定, 背叛所谓的 ∀良心#, 与世俗偏见抗争, 做出了惊世举

动。

上述两种两难境地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首先,赫克与

朗斯洛特都在强调良心二字, 赫克的良心在折磨他, 朗斯

洛特的良心也在劝他要留下来。而且两个人都为是否选

择与当时社会所禁止的行为在做斗争, 结果是两个人都做

出了相同的选择, 只是赫克是出于自身的醒悟, 朗斯洛特

则是出于对夏洛克的仇恨。热奈特指出超文性仿作主要

是对原作有所修改, 但是它 ∀主要是模仿原作 #, 对于原作

的修改主要视文本中具体的语境而定 [ 3] ( P44)。

上述 历险记!中对于莎剧的超文性仿作是隐形的超

文, 而小说中对于莎剧的超文性戏仿则是显性的超文了。

据热奈特的理解, 超文性戏拟主要是 ∀对一篇文本改变主

题, 但保留风格的转换#, 其目的是出于玩味和幽默, 亦或

是出于对原作的欣赏。戏拟与仿作的不同在于戏拟重在

转换, 而仿作重在模仿。在  历险记!第二十一章, 我们可

以看到马克 吐温对于莎剧 哈姆莱特!、 理查三世 !以及

 麦克白!中经典片段的超文性戏拟。

小说中, 国王和公爵为了能继续骗取钱财, 决定冒充

世界著名莎剧演员, 去小镇 ∀上演#著名莎剧 理查三世!中

的剑斗场景与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阳台求爱场景以骗取

门票 钱。为了使 ∀ 这一场戏 演成第 一流的 精彩节

目# [ 7] ( P114) , 他们决定添加一段哈姆莱特最著名的 ∀生存还

是毁灭#的独白。这段公爵凭记忆背出来的独白极尽戏拟

之能,融合了众多经典莎剧的片段, 其风格依然保持了原

哈姆莱特独白的正式语体风格, 不过主题却在公爵的东拼

西凑下变得滑稽可笑 ,令人忍俊不禁。

公爵在一系列的装腔作势与搔首弄姿后, 朗诵出一段

前无古人的独白。其中, ∀这是一把出鞘的宝剑#, ∀害死了

无忧无虑的睡眠#, ∀伟大天性的第二条路#, ∀你敲门吧,去

把邓肯敲醒! 但愿你做得到#和 ∀象古语所说的那只可怜

的小猫#都来自 麦克白!, 是麦克白夫人用来刺激麦克白

去杀害国王邓肯的话, 但在这里却和哈姆莱特的自言自语

混杂在一起, 营造出一种特别的喜剧效果。除此之外, ∀这

是一把出鞘的宝剑#, ∀在这夜半死寂的荒凉里, 墓穴洞

开, /礼俗的黑色丧服, 一片阴森 #, 则来自于 理查三世 !。

独白中最后的两句是整篇逗笑的最高潮,哈姆莱特的原句

是: ∀且慢! 美丽的奥菲利娅! ∃ ∃ ∃ 女神, 在你的祈祷之

中, 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然而在公爵的嘴里, 却

变成了 ∀且慢, 美丽的峨菲丽雅: /别张开你那又大又笨的

大理石嘴巴 /赶快到女修道院里去吧 ∃ ∃ ∃ 快去# 其实

∀到女修道院#一句是哈姆莱特在知道奥菲利娅在帮助其

叔父试探他之后对她的一句愤怒之语, 公爵用此一句, 还

取得了双关的喜剧效果, 因为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表示

女修道院的这个词汇同时也有妓院之意。

三、马克 吐温与莎士比亚
马克 吐温对莎剧进行仿作和戏拟的原因同样值得

探讨。热奈特认为超文性戏拟总是对经典文本或是教科

书里的素材下手 [ 3] (P42)。如在英国文学史中, 莎翁之 哈姆

莱特!便是常被戏拟的对象, 而在美国文学史中, 海明威明

快的行文与詹姆斯复杂的句式则常戏拟作家故意夸大,从

而获得一种特定的幽默效果 [ 7] ( P119)。热奈特此言主要基于

这一基本事实 ∃ ∃ ∃ 大部分读者都熟悉经典。因此, 当读者

以一种阅读经典的 ∀期待视野 #∋阅读戏拟文本时, 这一期

待视野却被作家改变, 从而制造出一种诙谐幽默的文风。

热奈特的观点在 19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19世纪, ∀莎翁崇拜 #之风席卷而来, 势不可挡。罗伯

特 弗克教授认为: ∀美国文学史的各位大家都与莎翁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8] ( P103)大部分美国作家都把莎翁奉

若神明, 库柏称莎翁为 ∀美国最伟大的作家# [ 9] (P4) ; 麦尔维

尔则更进一步说 ∀莎翁一定是一位神 # [ 9] ( P15) ; 爱默生把莎

翁看作是人们视野的极限,除此以外一无所见 [ 10] ( P606)。有

资料显示, 当时美国民众最崇拜的三位伟人之中, 其中一

位便是莎翁 [ 11] ( P20)。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宣称: ∀在美国,

莎剧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 [ 9] ( P168)不仅如此, 史料中还记

载了这样一则佚事,来说明当时美国一般民众对于莎剧的

感情。一位名为莱维特的杀人犯, 决定在 1886年 1月被处

死后, 无偿捐出自己的头盖骨给当时的著名莎剧演员布

斯, 这样, 他以后饰演  哈姆莱特 !一剧时便可派上用

场 [ 9] (P81)。可见当时美国人对于莎翁的熟悉和喜爱程度之

深。

正是由于莎翁声望日隆, 一股戏拟莎剧之风也在美国

兴起。当时, 莎剧之身影见诸美国各类报刊、畅销小说、诗

歌、绘画及滑稽表演等文艺作品之中 ,对于莎剧的戏拟成

为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之一。莎翁经典之作均无一幸免,

∀惨遭#戏拟。据史料记载, 莎剧中最常被戏拟的前三甲是

 理查三世!、 奥赛罗!和 哈姆莱特! [ 9] (P17)。当时的戏拟

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为整体戏拟。如当时最受欢迎的

 理查三世!便常被戏拟为一个名为  坏迪克!的滑稽剧;

 奥赛罗!则变成苔丝狄蒙娜弹奏班卓琴时,口齿不清的奥

赛罗在一旁翩翩起舞, 而伊阿古则操着一口爱尔兰土腔,

并以他们之间争夺一消防水管剧终; 有些从标题即可看

出, 如 一位威尼斯商人的无事生非![ 12] (P14~ 15)。另一种为

局部戏拟。莎剧经典片段常以幽默短文、简要引文或是讽

刺歌曲的形式穿插于其他的娱乐形式之中, 亦或是故意误

读莎翁之意。如  哈姆莱特!中波洛涅斯有名的临别赠言

变成了: ∀必须要日夜对自己真实 这样你才可以对别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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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 [12] ( P15)在另一部戏拟 哈姆莱特 !剧中, 不仅原来的五

幕变成了三幕, 而且哈姆莱特一见到霍拉旭竟如此说道:

∀霍拉旭,自从我在波士顿吃了猪肉和豆子后, 就再也没有

见过此类场景了# [9] ( P89)。而  历险记!中公爵那一段惊世

骇俗的演讲也属局部戏拟。劳伦斯 莱文教授指出, 戏拟

莎剧表明 ∀在十九世纪, 莎翁和莎剧已然成为美国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 12] (P5)。如果莎剧并非深入人心, 那么戏

拟的幽默效果也就无从谈起。

身处美国当时 ∀戏拟莎剧#的风气之中, 马克 吐温选

择在 历险记!中对莎剧进行超文性的仿作与戏拟也就不

难理解。而且从经济学之供需角度出发, 若消费者无需

求, 那么供应也就无从谈起。据此可知, 当时戏拟之风气

与市场需求有着密切联系, 美国的大部分读者对于戏拟莎

剧均喜闻乐见, 就如现今社会无厘头电影走俏市场一样,

因需求而导致供应。因此, 马克 吐温出于小说畅销之目

的, 也必然会选择戏拟莎剧, 并且还可以使作品获得更大

的普适性。

其次, 文史学家大都认为作家的经验与经历是创作的

源泉, 即使是艺术虚构也仍然以此为基础, 如鲁迅的 ∀绍兴

小镇生活#和艾略特的 ∀荒原#。古代西方流行的模仿说认

为 ∀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就是有名的镜子说。文

学理论家撒谬尔 约翰逊在  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说:

∀他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

人。# [13] ( P36)显然,这是对镜子说最好的说明。马克 吐温

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 ,他相信 ∀经验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经验就是把肌肉、呼吸和热血融入他所写之书的那种事

物# [ 13] ( P39)。因此, 马克 吐温十分熟悉莎剧, 这一个人经

验也是他仿作和戏拟莎剧 ∀最宝贵#的原因之一。

美国内战后, 莎剧演出风靡全美,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

平民百姓, 无不喜爱观看莎剧。在此氛围下, 童年时期的

马克 吐温便经常观看莎剧演出。成年后, 他也时常在演

讲中朗读莎剧, 并被认为是大师级的莎剧朗读者 [ 15] (P146)。

1875年,马克 吐温曾在 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美国人参

与在莎翁故乡修建剧院的工程, 并指出捐助一百美元以上

的人均能成为这所剧院的 ∀管理者#之一, 他同时还说 ∀目

前已经募捐到一千美元,已经用于埃文河畔莎士比亚教堂

中一美国纪念窗上 # [ 9] ( P181)。马克 吐温此举一方面反映

出他对莎翁的崇拜与敬仰之情,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美国人

已经开始以多种多样的手段来纪念莎翁。

此外, 马克 吐温还撰写过一本莎学专著 ∃ ∃ ∃  莎士

比亚死了吗? !。在这本书中, 马克 吐温详细讲述了他与

莎翁的缘分, 同时认为莎翁的身份另有其人。马克 吐温

做水手时, 其师傅是一位忠实的莎翁崇拜者, 他经常为马

克 吐温朗读莎剧, 而且常常是 ∀不请自读# (有时是在马

克 吐温值更或操舵时 )。因此, 马克 吐温耳濡目染,对

经典莎剧片段也就慢慢地开始诵读和喜爱起来。后来, 年

岁逐增, 马克 吐温开始怀疑莎翁的真实身份, 在他看来,

莎翁绝非这些诗歌剧本的作家 而是另有其人 他 ∀只相

信培根创作了这些戏剧与诗歌, 而莎士比亚绝对没

有# [ 14] ( P11)。他的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 莎翁的生

平资料极为匮乏; 其二, 莎翁死后默默无闻, 无人记得; 其

三, 莎翁的墓志铭与莎剧的艺术水准相差太大; 其四, 培根

具备写作莎剧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即马克 吐温特别看重

作家的个人 ∀经验#。

尽管如此, 马克 吐温还是中肯地指出, 写下这些剧

本的 ∀莎士比亚#具备 ∀无人可敌的智慧、博学和想象力、开

阔的胸怀、优雅的文采与庄严的措辞# [ 14] ( P116)。而且还认

为: ∀没有前人能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其同代人也不能与

其相提并论, 至今也无人能和他相提并论。# [14] ( P105~ 106)可

见, 马克 吐温对于 ∀真正的莎翁#始终抱有崇敬甚至是崇

拜之情, 不论是在其青年还是老年时期, 尽管在怀疑其身

份的论述中也对莎翁出言不逊。有学者认为, 马克 吐温

对莎剧的戏拟是出于 ∀影响的焦虑 #, 并以此种手法来释放

和缓解此种 ∀焦虑#。事实上, 马克 吐温此举是遵循当时

戏拟莎剧之风气, 迎合读者之需求和利用个人经验的结

果; 同时,尽管他在 莎士比亚死了吗?!一文中对 ∀莎翁#大

放厥词, 但可以看出, 他对于自己心目中真正的 ∀莎翁 #依

然怀有崇敬之意。既然马克 吐温如此熟悉和欣赏莎剧,

那么马克 吐温在创作时, 也就自然会有意识或是无意识

地对其所熟悉的莎剧进行超文性仿作, 以期获得更好的艺

术效果。著名诗人 W H 奥登说: ∀  赫克尔贝里 芬历

险记!是了解美国的一把钥匙。# [ 16] (P112)  历险记!不仅是

打开美国社会的钥匙,同时也是打开马克 吐温心灵之锁

的一把金钥匙。通过文本分析, 可以看出马克 吐温对于

莎剧的超文性仿作与戏拟, 深刻地反映出了美国当时的社

会状况, 揭示出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丑恶现象, 并对此加以

辛辣的讽刺; 同时也以此种特别方式表达了他个人对于莎

翁的崇拜与景仰之情。

至于莎翁在马克 吐温一生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将是另外一

个话题。总之, 马克 吐温和莎翁有着不解之缘, 后者的文

本为前者提供了养分、内容、创意和文学审美的平台。马克

吐温充满幽默的戏仿, 是文本的狂欢, 是文化的狂欢,是

莎翁影响的狂欢。

注释:

% 参见诺顿批评版 赫克!第 127页之注释。

& 文中莎剧经典片段皆引自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 莎士比亚全集!, 以下标注场次。

∋ 姚斯在 ∀ L ite rary H istory as A Cha llenge to L iterary

Theo ry# 的演讲中提出 ∀期待视野 # ( ho rizon of expecta

tions), 指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时具有的思维定向和先在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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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M arriage of Texts: M ark Twain and Shakespeare

ZHONG Jie

( Schoo l of Fo re ign Languages, Southw est Un iversity, Chongq ing 400715, Ch ina)

Abstrac t: There ex ists in tertex tua l or hypertex tua l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 itated text and the text im itated. The form er is the

coex istence o f tex ts wh ile the latter is the der ivation o f a new text from an old one in the form s of hypertex tua l pastiche, parody

and bur lesque. Carefu l reading has helped us find out there are pastiches o f the p lot ofRom eo and Ju liet and The M erchant of

V enice and parod ies of the c lassica l ex tracts inR ichard the Third, H am let andM acbeth inM ark Tw a in sThe Adventures ofH uckle

berry F inn. These litera ry phenom ena resu lted from the background o f h is time, the then readers dem ands and his fam iliar ity

w ith Shakespeare.

K ey words: hypertextuality; The Adventures of Huck leberry F inn; M ark Twa in; Shakespeare

(责任编辑:张 璠 )

53钟 杰:文本的联姻: 马克 吐温与莎士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