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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者"到“自我"的嬗变
——《简·爱》的女权主义解读

江玲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1131)

摘要：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是一部经典的女权主义批评文本。女性“他者”特

性的消解与独立身份的追求是其重要主题。小说的女主角简·爱极力主张女性与歧视妇女的男权价值体系

抗争，走出“他者”的阴影，争取权利，彰显女性存在的价值。最终在经济、思想和人格上建构了真正的独立自

我。

关键词：<简·爱>；女权主义；他者；自我

中图分类号：G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一“7X(2010)02—0058—03

引 言

“女权主义”(felniJli咖)的概念来源于西方妇女解
放运动，它反对男权压迫，强调男女平等，提倡唤醒女

性的自主意识．主张女性自强自立。并通过自身的不

断抗争来获得独立自我和权利。19世纪中后期．以英

国女作家玛丽．_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先驱的女权主义思

想开始在西方_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萌芽。作为女权

主义思想派生物的女权主义文学也应运而生。女权主

义文学以重审男权社会文化中心，解构男性中心秩序

以及与男权中心话语作斗争为己任。夏洛蒂·勃朗特

(以下简称夏洛蒂)生活在19世纪的中前期，在当时

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人们要求平等的呼声

成为时代的强音。作为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

一，夏洛蒂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

女性所面临的问题，着重描述了该时期妇女的追求，

以及她们在追求独立自我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境。这

与女权运动的种种诉求不谋而合。夏洛蒂的代表作，

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简·爱)便是一部经典的女权主

义批评文本。从女权主义视角看。女性“他者”特性的

消解与独立身份的追求是其重要主题。小说的女主角

简·爱(以下简称简)冲破重重阻碍，走出“他者”的阴

影，最终在经济、思想和人格上建构了真正的独立自

我。

一、“他者”的境遇

在以男权制文化价值为主宰的社会体系中。。他

者”这个概念由来已久。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存在主义

女权作家，西蒙·德·波娃曾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对

。他者”进行剖析：“他者”就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

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

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人。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女性

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

被文化和男性自我本身视为异己，完全被放逐到低级

领域。在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女性又永远处在边缘、消

极、被动、附属、陪衬和失语的位置。这就是男权制价

值观。

小说中，简是被异化和流放的“他者”。在盖茨海

德府上，失去双亲的幼小的简寄养在舅父母家里。在

那里简过了10年受尽歧视和虐待的生活。里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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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但简这个与里德夫人没有血缘关系的入，从父

母那里没有继承任何财产，因此舅妈对一无所有的简

冷酷无情。简并非盖茨海德府的主人，其地位甚至比

仆人还低。“我在盖茨海德府，是个和大伙儿合不来的

人；我跟那儿的谁都不相像；我跟里德太太，或者跟她

的孩子们，或者跟她宠爱的下人，都没有一点一致的

地方。如果说他们不爱我，那么老实说，我也一样不爱

他们。我是个异种人，⋯⋯”【"n后来，简到了桑菲尔德

庄园当了一名家庭教师，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但是

和男主人罗切斯特相比，简的社会地位低下，收人微

薄，所以在桑菲尔德庄园，简仍然是被异化的“他者”。

与简相处的最初阶段，罗切斯特时常摆足了男主人的

架子，完全没有给予简应有的尊重。即使当罗切斯特

向简求爱时，他仍然摆脱不了男权话语：“你。简。我磐

须使你成为我自己的——完全是我自己的。你愿意成

为我的吗?说愿意，快。叫1腿再看看简的表兄圣·约翰，

他向简求婚，希望简能随他一起去印度传教。然而他

需要的不是一位平等相爱的妻子．而是一个温顺而坚

韧的助手。“⋯⋯你是为了工作。而1．已为了爱情才给

造出来的。你必须成为传教士 。你将成为我的：

我有权要求你——不是为了我H_欢乐，而是为了对主

的奉献。11矽同样．圣·约翰没有把简看成一位平等的

恋人，而是一个可以被他支配和利用的助手。同样，在

男权制价值体系当中，“女人一般总被认为是非常安

静的”，Ⅱ】啪就像简一样，是没有话语权的“物”。无论是

简贫困低下的社会地位，或是她那漂泊无依的生活遭

遇，都是当时英国女性悲惨处境的真实写照。作者以

其炽烈狂飙的文笔张扬女性意识，从女性的灵魂、爱

情与权利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剖析了西方女性在

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凌辱与阉割。
呼唤解构女性的“他者”身份，建立完整健康的女性人

格，实现男女平等。

二、身份的追求

女权主义者倡导不带性别歧视的、充满完美人性

的两性关系。她们认为两性关系不是一个统治，一个

依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匐伏在地；双方的精神

世界是永远不断地沟通和交流着的王国。在简生活的

时代，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女性为了生存必须

取悦于男性安排给她的地位和身份。“她被教导，她必

须取悦于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

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科但是简没有因为自

己的仆人地位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一方面她深深地

爱着罗切斯特，一方面她却丝毫没有忘记平等的要

求，她认为自己与罗切斯特是同样的人，真诚的爱情

和婚姻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独立基础上的，而不应取决

于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只有男女双方彼此真正相

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为了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能够在平等的位置上

与男性对话，小说中简两次出走，开始了她的身份追

求之旅。第一次是她离开罗切斯特先生：第二次是离

开她的那位表兄。一位虔诚的牧师。究竞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简的这两次出走呢?深入其中．不难发现这两

次出走都带有浓郁的女权主义色彩——第一次是为

了尊严。第二次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在他们结婚

前夕，简得知罗切斯特有个疯妻子(伯莎)，于是决定

离开桑菲尔德。在简看来。她不能做一个完全依附罗

切斯特的人，而应是独立的自我。简的独立意识绝对

不允许她沦落为情妇，所以她不碍不走。离开后，简饥

寒交迫，她也曾想过回到桑菲尔德，但是她内心的独

立与坚韧让她勇敢地面对外部世界。一个疯婆子不是

关起来就没事了。一个情人不是遁入地下就妥当了，

一个人活在世上，光有爱是不够的，还有道义、责任，

以及最重要的东西——尊严，这才是简追求的完美人

生。离开桑菲尔德，简遇到了圣·约翰。经过一段时间

相处，圣·约翰提出让简同他一起去印度传教，同时做

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所以简只是答应

去印度做传教士。而不做他的妻子。但是圣·约翰不屈

不挠，不断给简施压，坚持简做他的妻子，以至于简曾

一度犹豫不决。然而简最终还是拒绝了圣·约翰，因为

她很清楚，圣·约翰并没有把她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

其目的不过是把简变成他的依附物而已。在简两次出

走的背后。都有着关系到女性生存方式和身份的问

题。简相信她和罗切斯特在感情上是平等的．她不愿

意接受罗切斯特给她的、众多女性梦寐以求的恩赐。

她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身份。沦落为供罗切斯特

消遣的财产。正因如此，简断然拒绝罗切斯特对她的

安排：“我可不是个天使，而且到死也不想做，我就是

我。叩矽简道出了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妇

女的共同心声。事实上。这句话已经成为女权主义者

的经典话语。

三、自我的回归

简重回桑菲尔德庄园。最终选择回到罗切斯特身

边这一结局一宜是评论界争议的焦点。有人认为，简

这样的选择并非出于纯洁的爱情，而是一种虚伪和怜

悯，值得怀疑。但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简的选择

实际上是女权价值最终实现的体现，是真正的、升华

了的自我回归。当然，简的最终回归也与罗切斯特妻

子的死去紧密相连。“疯女人”的形象其实就是男权社

会压迫的产物。小说最后安排“疯女人”在火灾中被烧

死。预示着女性传统的被压制形象的消亡。象征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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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桑菲尔德也随之倒塌，成了一堆焦黑的废墟。

“房子的正面。正如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过的那样，只

有一堵薄得象层贝壳的墙，很高，看上去很脆弱，墙上

有一个个没有玻璃的窗洞；没有房顶，没有雉堞，没有

烟囱——一切全都塌进去了。叫1硝

作品中的简不再像已往文学作品中那些理想的

女主人公那样，只是命运和男人爱情的被动接受者，

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女人。她藐视那些腐败骄

奢的贵族．能够在宗教气氛无比浓重的19世纪上半

叶让人性的力量战胜对上帝的畏惧和崇拜．追求自己

的幸福。并且对虚伪给予蔑视和揭露，给人性的正当

要求以热烈的辩护。就在简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要嫁

给圣·约翰时，简听到了罗切斯特的呼唤，她认为是他

的声音。似乎在遥远的地方呼喊她的名字。简坐上了

去桑菲尔德的马车，她决定回去看看罗切斯特。同离

开桑菲尔德时候相比，此刻的简已继承了一笔遗产。

同时找到了自己的表兄妹，有了自己的亲人，此外，她

还有了追求者，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和罗切斯特已回

到平等的对话位置。换言之。简成为了主体的自我，获

得了某种超越性。

获得独立后回到罗切斯特身边的简和出走前的

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和他在一起，没有使人烦恼的

拘束，换了活泼，也不受抑制；和他在一起，我完全自

由自在．⋯⋯。能意识到这一点。真是令人高兴啊!它

使我整个的天性复活并且显露出来。竹【聊简的回归是
自我的回归，也证明了她从不放弃自己想要而且能够

拥有的幸福和快乐。简的回归可以说是女权主义价值

的彰显和实现。。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往

往不是女性对男性的诱惑．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征服。

女性往往成为性的诱使者、英雄的追随者、金钱的俘

虏或权势的奴隶。失去了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在<简·

爱>之前，英国小说中爱情中的女人近乎都是被动的、

封闭的。”雕而夏洛蒂笔下的简的一生是不断抗争
的，在其平凡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不朽的灵魂，女权主

义思想所倡导的精神在她身上通过她的一言一行时

时处处地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四、结语

作为庞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派生物：女权主义文

学，在西方构成了巨大的文坛震颤，它使传统的、以男

性为中心的性别角色受到了公开的挑战，摇撼了以男

人为准绳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整个学术界。女权主义

以争取女性权利。消解女性的“他者”身份为主要目

的，但结果不应该是新的二元对立，女性权力也绝不

意味着要把男性从女性世界中完全排除出去。换言

之。女性最终需要建构的不是封闭的自我，而是升华

了的自我。<简·爱>的出现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

举，而且直到今天．它仍是全世界一部赞扬女性坚持

独立、自强的经典名作。夏洛蒂不仅在作品中揭示出

特定时代女性和整个人类女性的生存境况。更为重要

的是在对待这些境况时。夏洛蒂选择了叛逆与对抗。

简的友谊观、爱情观以及她的先进性，鲜明地体现出

她的叛逆性。简身上体现出的叛逆不是一种盲目的反

抗。而是为了越出愚昧和后进状态的一种奋争，这与

作者的文艺观及艺术思想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在

夏洛蒂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

者这样的词语出现。但是在她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应

自重、自尊、自强、自立的思想，以及女主人公对所处

的时代、社会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她们身上体现的人

性美足以使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代表。夏洛蒂以其

惊人迭出的妙语和犀利的写作手法，为当时的社会带

来了女性解放的另类声音，<简·爱>也因此被称为女

权主义文学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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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女权主义批评来解读<简·爱>女主人公简·爱这个女性反抗的代表人物性格中顺从的一面.目的是想把<简·爱>文评中长期被忽视的简·爱性格另

一面提出来, 抛砖引玉, 希望对简·爱这一深受读者喜爱的女主人公能有更多、更客观、更辩证的评论.

3.学位论文 刘方荣 第三类女性—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关照下的简·爱、海丝特和苔丝 2005
    本文以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特别是法国作家吉尔·里波韦兹基对于第三类女性的分析-为基础，将简·爱、海丝特和苔丝作为第三类女性进行了对比

分析，指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共性，并追根求源，探寻差异存在的原因，从而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有所启迪。

　　本文探讨了前人对《简·爱》、《红字》和《德伯家的苔丝》三部作品及其主人公所做的研究，指出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介绍了女权主义批评理

论及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形象所做的研究，探讨了法国作家吉尔·里波韦兹基对于第三类女性的分析；详细分析了三位女性人物即简·爱、海丝特和苔丝

，并探讨三位女性人物的差异性和作为第三类女性的共性。

4.期刊论文 孟波 女权主义批评视角下的《简·爱》分析 -科技信息2009(12)
    本文以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分析夏洛特·勃朗特的名著<简·爱>,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揭示作者的创作理念,解决部分学术焦点问题,分析作品的现实

主义性质,从而更好的揭示出该作品的内容和思想.

5.期刊论文 刁曼云 希望与毁灭:从两个女人的命运来谈《简·爱》中的女权主义 -科教文汇2010(20)
    <简·爱>中的两位女性伯莎·梅森和简·爱是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两任妻子.简·爱与小说作者夏洛特·勃朗特一样都是英国白人女性,而伯莎·梅

森则来自于英国殖民地.简·爱嫁给了罗切斯特,生活中充满希望,伯莎·梅森嫁给罗切斯特却是噩梦的开始.从作者对她们的态度和命运的安排可以看出

她的女权主义观,这反映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女权主义与后殖民女权主义的矛盾.

6.学位论文 吕睿中 论夏洛蒂·勃朗特的妇女观——以女权主义批评解读《简·爱》 2004
    夏洛蒂·勃朗特的妇女观是其整体社会观的一部分.该文系统论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妇女观的精神内涵,即: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妇女自我意识的

觉醒、建立在"灵魂呼唤着灵魂"的爱情基础上的人格平等、经济独立、个性自由的爱情婚姻观.文章将夏洛蒂的妇女观与传统观念进行了比较,并特别选

择了代表作《简·爱》作为个案研究,以女权主义批评解读夏洛蒂的妇女观的进步意义并指出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最后,文章还对夏洛蒂妇女观产生

之因做了简要分析,认为作家的个人经历、基督教的妇女观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是影响夏洛蒂勘朗特妇女观形成的三大主要原因.

7.期刊论文 吴丽丽.WU Li-li 从"女权"到"女性"——谈简·爱与吕蓓卡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24(12)
    <简·爱>的同名主人公简·爱与<蝴蝶梦>中的主人公吕蓓卡这两个形象,反映了崛起的女权主义从"女权"到"女性"的发展.简·爱在爱情婚姻和事业

上都为争取平等权力而付出努力;而近百年后的吕蓓卡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意识非常强的女性,她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将男性排斥在女性世界

之外,将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来嘲弄.简爱与吕蓓卡的出现打击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观念,反映了社会的发展.

8.期刊论文 叶枫 浅谈《藻海无边》与《简·爱》中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 -新西部（下半月）2010(2)
    <藻海无边>是一部被普遍视为<简·爱>的姐妹篇的小说.本文分析了<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这个英属殖民地土人和白人殖民者的混血儿备受歧视和

压迫,最终走向毁灭的一生.将这一角色和简爱相对比,对两本书中所拥有的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揭示了新时代女权主义的特点.

9.学位论文 朱莉莉 《傲慢与偏见》与《简爱》之女主人公的比较研究——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 2008
    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女作家，她们各自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和《简·爱》自出版以来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者的

广泛关注和欢迎。作者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各自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从而发现了一些她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本文共

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介绍了筒·奥斯汀和她的作品《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作品《简·爱》以及女权主义。

    第二部分主要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了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伊丽莎白·班纳特不再是传统的“天使”和“魔鬼”的形象，她有自己的个性和

判断力。她不根据性别而是根据智慧来判断她周围的人。她认为女洼不应该单纯为了金钱而结婚，而应该为爱和相互尊重和理解而结婚。而同时，她也

无法摆脱父权制社会加在她身上的镣铐。她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刚开始依赖于她的父亲，后来又依赖于未来的丈夫。简·爱是一位充满感情和

激情的女性，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不合时宜的。她渴望得到自由和平等，同时她的反叛精神贯穿了整部小说。更为可贵的是，她不仅争取自己在社会

中的平等地位，她还关注所有女性的命运。

    第三部分对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的性格以及她们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作一比较。两位女主人公都具有反抗精神。伊丽莎白·班纳特反对她

那个时代强加在她身上的礼教。例如，她不认为妹妹在姐姐进行社交之前不应该进行社交。简·爱从孩提时就具有反抗精神，她认为她的舅妈和表弟对

她是不公正地，并加以反抗。当她在婚礼上得知罗切斯特先生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妻子，毅然决然地拒绝成为他的情妇而离开了他。两位女主人公都试图

获得与他人的平等地位，尤其是简·爱。伊丽莎白认为女性并不比男性笨。当简·爱在舅舅家时，她希望与表兄妹处于平等的地位；当她在罗伍德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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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时，她希望与其他同学处于平等的地位：当她在桑菲尔德庄园时，她努力地想获得尊严和平等；即使当她与圣·约翰和他的姐妹在一起时，她还通

过做乡村教师而经济独立。尽管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都具有反抗精神和追求平等的精神，但与简·爱相比，伊丽莎白的反抗精神和追求平等的精

神并不彻底。伊丽莎白不工作，也从来不想工作，而只是呆在家里，因此她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自己的父亲和未来的丈夫。尽管由于达西的傲慢和他对

她家庭的轻视而让伊丽莎白拒绝了他的第一次求婚，但当她参观过达西德庄园后，她改变了主意。然而，简·爱刚开始是一位家庭教师，后来成为一名

乡村学校的教师，最后又从她的叔叔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因此她可以真正地独立.当她决定离开桑菲尔德庄园时，她没带罗切斯特馈赠给她的任何东西

.另外，简·爱不仅关注自己的命运，还关注所有女性的命运。两位女主人公都认为爱情在婚姻中很重要，并且认为婚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

上。伊丽莎白拒绝了柯林斯先生的求婚是因为她认为他愚蠢又势力；而她拒绝达西的第一次求婚是因为她高傲又不讨人喜欢。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有

一位精神失常的妻子，她不愿成为他的情妇而毅然离开。后来，她拒绝与圣·约翰结婚是因为她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他只是把她当作助手甚或是他

的附属品。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不得不依靠婚姻寻求社会地位和安逸的生活；并且，她在与达西的交往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然而，简·爱爱上了罗切

斯特是因为他给她以平等和爱；他们想爱之后，他给了她很多奢侈品，但她都一一拒绝了；并且她还主动勇敢地向他表达爱意。第四部分分析了她们的

不同产生的原因，并把她们的不同归因于她们的各自创作者的家庭、社会背景以及个性不同。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筒-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的创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通过比较、分析

他们的不同，本文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0.期刊论文 邰晓 解构《简·爱》的爱情婚姻神话——西方女权主义新视角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3(6)
    以西方女权主义新视角解读<简·爱>的爱情婚姻主题,揭示女性在婚恋中自我迷失的情状以及在菲勒斯文化歪曲的世界里,女性被禁锢在男权社会为

其规定的性别角色中深受压迫的生存境况,揭露男性中心主义的婚恋模式性别压迫的本质,对传统的婚恋价值观提出质疑,提高妇女对自我的认识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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