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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不同文化和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所遇的困惑与难题表现出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特色。苏珊 费雪 史戴伯斯

的 风的女儿 以巴基斯坦女性成长主题为叙述主线, 叙述了一位生活在焦利斯坦沙漠游牧家庭中的 12岁少女莎

巴努的成长困惑。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结合人格发展理论, 分析莎巴努最终选择向命运妥协的成长困惑, 可以看出

巴基斯坦女性很难摆脱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和男性主宰的社会的束缚。主人公成长的困惑就是伊斯兰女性的

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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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成长是青少年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是美国文学关注

的一大焦点。这类 叙述青少年成长过程、讲述青少年成长

经历的小说 [ 1]的 成长小说 反映了青少年遭遇的成长困

惑、获得的心灵慰藉、肩负的社会责任。 20世纪 60年代, 随

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自我觉醒, 女性的能动性

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外国文学界 (尤其是青少年文学领

域 )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突显了女性寻

求自我价值, 实现身份认同的积极主题。近年来, 国内越来

越多的学者, 如芮渝萍 [ 2]、李琳 [ 3]、苏翠英 [4]开始对美国成

长小说进行分析研究 ,概述美国成长小说的重要特征, 分析

一批美国成长小说如 棕色姑娘, 棕色砖房 、华女阿五 、

典型的美国人 的成长主题和叙事风格。不过这些小说的

背景大都是美国本土, 对于其他地区、其他文化的研究甚

少。我们认为: 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的青少年在遇到困惑

和难题时表现出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特色, 他们的成长同样

值得关注。苏珊 费雪 史戴伯斯 ( Suzanne F isher Stap les)的

女性成长小说就是这些不同文化中的小说代表。她的小说

主要叙述了南亚穆斯林地区青少年成长的历程, 对巴基斯

坦、印度陌生文化中的女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尤其是

在她的成长小说 风的女儿 ( Shabanu: Daughter of the

W ind) ( 1989)中 对半游牧民族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展示了

不同于我们文化的深层一致性, 她将莎巴努的内心冲突写

得活灵活现 [ 5] , 体现了人性真实的一面, 受到读者的普遍

认同。史戴伯斯的成长小说 风的女儿 以独特的女性视

角,敏锐的观察, 结合作者多年合众国际社驻亚洲记者经

历,通过巧妙构思, 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 平易流畅地讲述

了生活在巴基斯坦的焦利斯坦沙漠游牧家庭中的一位 12

岁少女莎巴努成长中的困惑、叛逆、迷惘, 对生活的希冀, 对

自由的渴望, 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悲哀命运 无奈与服

从。该书获得了与安徒生童话奖齐名的纽伯瑞文学奖银奖

( 1990)、美国图书馆协会评选的年度最佳青少年图书奖、

纽约时报 评选的年度最佳图书奖等荣誉。本文将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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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视角, 结合人格成长理论, 分析莎巴努作为一名有着

其特定生活环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代表从起初对生

活的向往、自我意识的觉醒,力争改变命运的追求到仍旧无

法挣脱宗教、种族束缚,最终选择向命运妥协的无奈。

二、童真的幻灭与成长

青少年要想真正获得成长, 必须经历的重要阶段就是

昔日童真的幻灭。童真的幻灭往往是青少年成熟的起点。

人生的转折在于从快乐清纯、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进入人

生的难以抉择, 以及面对现实冲突的迷惘与困惑。不论童

年时代的记忆多么美好,最终只有正视现实的世界, 青少年

才会真正得到成长。 风的女儿 的主人公莎巴努的成长转

折契机就在于她作为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和男性主宰的社会

束缚捆绑下的女性, 是毫无怨言地接受父母包办婚姻的现

实, 还是离家出走,去过上自己渴望独立的生活。

莎巴努生活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家庭中, 是家

中的二女儿。姐姐普兰即将出嫁时, 莎巴努才 12岁, 还沉

浸在欢乐的童年生活中。她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家庭, 脑海

里根本没有婚姻、生儿育女的概念。莎巴努的童年仿佛没

有任何掺杂, 只有纯粹的幻想, 简单的节奏。她任性地认为

只要能与自己心爱的骆驼为伴, 跟随父亲四处赶集奔波生

计, 这样的世界才是美妙的。然而, 残酷的现实不由得她任

意选择, 就算这样简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当自己从小依

仗的母亲对她说: 莎巴努, 你还像风一样野,你必须学会服

从。否则, 我会为你担心的。你不再是个孩子了, 过一年你

就要订婚。即使你不同意, 你也必须学会服从。 [ 6] 28伊斯兰

教的女性必须绝对服从真主的旨意, 以真主制定的行为准

则为典范, 遵守自己的信仰。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真主

的赏赐, 分享真主的财富; 所以, 服从 对于伊斯兰教的女

性来说就是一个最具份量的旨意。虽然莎巴努已经开始意

识到昔日纯真的童年即将远逝, 但她仍抱着一份对未来的

幻想, 这幻想实质上已经开始预演着主人公童真的幻灭。

作者笔下的莎巴努从一出生就注定只能拥有一个短暂的童

年。此外, 这群游牧民族的女性必须按照男性的愿望塑造,

传播着歧视女性的文化背景,穆斯林政权的男性统治等, 对

女性的偏见被圣训化, 妇女应当是 贤妻良母, 是 怀孕的袋

子 和献身的母亲 [7]。女性必须蒙着面纱, 不出闺门,与外

界隔绝; 不准参与任何社会事务, 不具有任何政治权利, 必

须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庭责任和重担。同时, 伊斯兰教穆斯

林女性还受着层层的道德束缚, 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标准和

伊斯兰教教义, 婚前必须保持贞洁, 恪守规矩, 婚后保持忠

贞顺服, 接受丈夫的耳提面命, 特别对于青春期的少女来

说, 婚姻更是控制在父权之下, 早早地准备嫁妆, 以生男孩

为荣。

史戴伯斯正是将莎巴努置身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

统下, 通过一系列的遭遇让她从一个天真叛逆、不谙世事的

懵懂少女一步步地接受现实的冲击, 心灵的成熟, 品味到自

己童年纯真梦想的幻灭和即将难逃的宿命。一开始对婚姻

没兴趣的莎巴努知道自己和姐姐的婚姻已被父亲一手包

办。渐渐地她接触到现实, 体会母亲对自己的教诲。父亲

为了筹备姐姐的嫁妆, 违背承诺, 卖掉心爱的骆驼, 莎巴努

因此对父亲产生恨意, 现实与自己的幻想冲突进一步加剧,

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梦想的生活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然

而,令莎巴努的童真受到更大冲击的是在去市场卖骆驼的

途中遇见一个为追求真爱而私奔的少女, 却被追捕无情地

伤害,莎巴努满脑的困惑, 在心里产生疑问: 难道少女就不

能追寻自己的幸福吗? 莎巴努的童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现

实冲击下逐渐褪色。这一切不仅反映了游牧少女根本没有

权利选择自己的婚姻自由, 也代表着每一个人孩童时幻想

的和现实的生存与应尽的责任的冲突。因此, 莎巴努感到

无可奈何, 她从天真堕入迷惘,从单纯的儿童生活早早地进

入复杂的成人世界。

莎巴努两次被包办的婚姻实质上都象征着她童真的幻

灭:第一次是婚姻不由自己作主,莎巴努体会到自己的童年

一晃而过。第二次为了成就姐姐的婚姻, 被迫放弃自己的

爱情,嫁给已有三个妻子的大地主, 来换取家庭的宁静与和

谐,这意味着她童真的完全幻灭。在成长小说里, 爱情本来

是性爱的升华和最私人化的情感领域, 也是莎巴努曾经极

度渴望并天真地以为即将拥有的领地, 可是在这一块领地

里,莎巴努也未能成为伊甸园中自由的夏娃。这一事实深

刻地揭示出在被宗教文化层层包裹下的女性在社会生活的

一切领域面临着男性中心意识的沉重压力, 她们失去一切

可以保有平等和尊严的空间, 甚至被剥夺了幻想平等的权

利,而年少的莎巴努正是在渴望独立与社会期望的矛盾对

立中学会了成长。

三、成长中的引路人

成长是青少年的生命存在状态, 青少年必须经过成长

走向社会。成长是在追求希望中的跨越, 预示着精神的磨

砺与蜕变, 所以成长在追求希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遇到

焦虑与困惑。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 这些

人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认知, 影

响着青少年成长的轨迹, 他们是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引路

人。李琳认为: 成长的引路人是美国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

构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孤立完成

的,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这些人从正反两个方

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识。在观察这些

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过程中, 青少年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角色

意识和生活方向。 [ 3]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容易感受

到迷茫,不知所措,他们通过观察生活中自己周围形形色色

的社会角色, 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向。莎

巴努在成长过程中随着心智的逐渐成熟转换着自己的榜

样。从最初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父母亲, 到最后激发她自我

意识觉醒的夏尔玛姑妈, 莎巴努领悟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 E ric E rikson)把人的成长

分为包含特定发展任务的八个阶段: ( 1)信任与不信任 (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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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前期 ); ( 2)自主与羞怯 (婴儿后期 ); ( 3)自力性与罪恶感

(幼儿期 ); ( 4)勤奋与自卑 (儿童期 ); ( 5)自我同一性与角

色混乱 (青少年期 ); ( 6)亲密与孤独 (成人前期 ) ; ( 7 )繁殖

与停滞 (成人中期 ); ( 8 )自我整合与绝望 (成人后期 ) [ 8]。

这一理论把各阶段视为一种二元对立的过程。个体只有综

合心理、生理和社会三方面因素, 才能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

取得某种平衡, 从而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品质。埃里克

森认为, 在孩童心中创造 基本信任 的感觉是构成其 同一

性的基础 。基本信任是一种对自身和世界的肯定态度, 这

种信任感的建立不仅需要母亲对孩子的细心照料,更有赖

于母亲对所属社会群体文化认同及她被这个群体所信赖的

感觉。

莎巴努童年时期 ,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没有概念, 给她直

接影响的便是父母, 而心中对父母的信任感则反映了她对

这个社会群体的信任。所以从一开始, 父母在莎巴努的成

长道路上扮演着启蒙老师的角色, 父亲给予她温暖的父爱

与对家庭的责任。作者在这里埋下伏笔, 虽然她埋怨父亲

操办自己的婚姻, 牺牲自己的幸福, 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服

从安排, 因为她热爱自己的家庭, 她有责任维护家庭的和

谐, 这些都是对父亲有责任感的继承。与父亲的果断, 敢于

承担相比, 作为遵从伊斯兰教下的母亲只是扮演着 三从四

德, 贤妻良母 的角色, 而这些与莎巴努心中渴望的生活和

内心的叛逆个性相违背,她一面听从父亲的安排, 一面对生

活感到困惑, 在纠结之中重新寻觅新的引路人。这种状态

在人的成长理论中可以解释为: 青少年喜欢问 我该做什

么, 怎么做? 之类的问题,处于从 完美典型 的幻灭到 角

色混乱 。步入青春期的莎巴努渴望在特定社会群体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 以便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时, 夏

尔玛的出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夏尔玛有着强烈的女性

自我意识, 她是穆斯林文化传统的 叛逆者 ,敢于违背社会

对女性的种种要求和限制,在莎巴努心目中, 夏尔玛是她心

中崇拜的偶像, 有她向往的独立、勇敢和坚强。夏尔玛反对

家庭暴力, 不容忍因为未能生男孩而对女性产生偏见。离

开虐待自己的男人, 自立自强, 不惧怕任何的伤害, 带着女

儿相依为命, 因此她受到人们的排斥和孤立。从夏尔玛的

身上, 莎巴努清晰地意识到在很多表面看起来不可能违背

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这种认识激起了莎巴努自我意识的

强烈欲望。她欣喜自己有夏尔玛这样的亲戚。所以, 她开

始彷徨自己的人生, 疑惑自己是否能够同夏尔玛一样敢于

反抗。根据拉康 ( Jacques Lacan)的理论: 人生通过认同于

某一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就是不断

认同的历程。 [9]对于被压制成被排斥的个体来说, 需要有

一个理想的目标个体可以认同, 从而摆脱社会强加的 他

者 形象,实现真正的自我。莎巴努内心深处认同夏尔玛,

而夏尔玛也不断激励着莎巴努去不断追寻自己的人生。她

告诉莎巴努 不管发生什么, 你还有你自己, 你还有选择的

余地。这一点极其重要 [ 6] 225。

莎巴努在夏尔玛身上领域到自我意识的存在, 正如拉

康把自我看作虚无, 把欲望看作 存在的缺失 ,正是因为莎

巴努对自由、独立、自我意识的缺乏, 促使她为了自我得以

存在,必须不断与目标认同,构建自我,决定重新审视自己,

踏上离家远行寻找自我的艰辛成长之路。莎巴努追求自我

的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可以理解为两种: 一是父母, 这也是

每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初的学习榜样; 二是作者史戴伯

斯对新女性赋予的新特质 独立坚强、敢于追求自我的

精神。从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领悟到史戴伯斯在莎巴努身

上寄托的对女性的期望和理想: 不管生活在何种艰苦的环

境下,都不应该轻易向命运低头, 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勇于

向不公的现实发起挑战。

四、困惑中的两次选择

人的成长历程需要面临无数的选择, 选择放弃亦或选

择坚持,选择逃避亦或选择承担。人往往容易徘徊在选择

的十字路口, 产生困惑、迷茫, 但人生成长的关键就是学会

选择。摆在莎巴努面前有两种选择: 一是跟随自己内心对

自由的欲望, 向夏尔玛看齐选择逃离; 二是放弃自己梦想和

幸福,服从安排,嫁给地主。

心理学家马斯洛 ( M aslow )认为, 真正实现自我的人是

要自信和自主的, 这些人在一定范围内, 完全能够控制住社

会的压力进行思考与行动。他们保持着一种脱离自身文化

内部的独立, 并不故意地违反社会准则以表示自主。实际

上,有关服装、礼貌以及他们认为琐细的其他事情, 可能是

完全常规的。当自由的问题 (通常伦理道德的问题 )呈现出

个人重要性的时候,他们才会决心向社会的法度和规范挑

战 [ 10]。作者史戴伯斯笔下的莎巴努在经历了童真的幻灭,

积极地寻找自我意识之后, 内心原本叛逆的激情更加跌宕、

澎湃,渴望自由和欲望更加激烈。脑子里闪现出布哥提斯

( Bugtis)少女被捕杀的画面, 耳边又不断听见夏尔玛的忠

告: 做自己 。于是, 莎巴努的内心再也无法宁静, 她在内

心十分纠结: 当他们要我嫁给地主时, 没有人为我感到抱

歉或受惊。没有人问过我的感受。 [ 6] 237她在已经浮现的自

我受到压抑时, 力图摆脱社会文化和父母强加的期望和禁

令,选择带着心爱的骆驼米胡向自己预想的未来踏出第一

步。史戴伯斯首先让莎巴努选择了离家远行, 寻找自我。

在读者们都认为女主人公离自己幸福不远, 为莎巴努而感

到庆幸时, 作者笔锋一转,莎巴努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第二

次选择。

埃里克森认为, 人成长前期是从 理想的我 过渡到 现

实的我 [ 11]。莎巴努的第二次选择则是让她真正从幼稚走

向成熟的标志。选择离家的路是艰辛的, 必须面对残酷的

现实。莎巴努本以为静悄悄地走出家门第一步, 自由便已

向自己招手, 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让沙漠民族引以

为豪的,她最挚爱的骆驼米胡脚受伤, 无法再向前行走。一

瞬间原来对生活的无限遐想顿时烟消云散, 绝望和无助如

期而至。她希望父亲快点追上她, 带她回家, 原谅她那对自

由不切实际、令家庭蒙羞的渴望。莎巴努折途而返, 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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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选择 接受安排, 服从伊斯兰民族的一切一切。

尽管她多么不情愿, 但为了骆驼的安全, 为了家庭的平和,

为了姐姐的幸福, 她无奈地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即将步入

成熟的莎巴努便是正处于埃里克森的人格成长理论中的

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 阶段。在这一阶段, 无奈地跨越

了 理想的我 和 现实的我 之间的鸿沟, 不得不接受自己

所属社会或集团的价值观念,容忍社会的不足, 并按照一定

的社会角色规范去行事,在社会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莎巴努热爱沙漠, 但同时深爱自己的父母。当自己姐

姐不幸的婚姻降临到这个家时, 莎巴努不得不在叛逆的个

性与对父母的爱之间妥协。莎巴努只好第二次选择嫁到地

主家, 这使她认识到人生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失落。莎巴

努的两次选择象征着她的两次人生。一是追求自我的精彩

人生, 二是放弃自我, 放弃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无奈向宿命

妥协的卑微人生。最后的选择也表明: 她没能与束缚的宗

教文化传统彻底决裂, 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宗教严格制度

下的女性命运的悲哀。作品旨在惊醒千千万万的女性同胞

去努力挣脱命运不公的枷锁,追寻自己的幸福。

五、结语

艾哈迈德认为: 穆斯林女性的典型特征是个个披着头

巾, 听从男人征服, 虽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但仍然需要西方

文明的拯救。 [12] 风的女儿 女主人公莎巴努经历童真的

幻灭, 离家出走寻找自我,最终无法摆脱家庭和文化传统礼

俗的束缚, 挣扎在成长的困惑与痛苦之中。她的成长故事

是巴基斯坦、印度等内陆贫困地区女性生活的典型。受尽

宗教的文化束缚下的女性, 虽然有着强烈的欲望去寻找自

由、自主,但处处受到宗教和社会的压制。在这样一个被宗

教文化意识植入的民族生活中, 她们遭遇的命运只有妥协

和服从。主人公成长的困惑正是伊斯兰女性的悲哀。因

此, 如何摆脱宗教文化历史的束缚, 如何摆脱本民族的陈规

陋习、羁绊,如何为自我选择成长的道路, 对每个青少年的

成长来说都是一大挑战,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 特别对于

巴基斯坦的女性来说 ,这甚至是更加危险的道路。

风的女儿 拓宽了人们对成长小说的主题和视野, 它

把视角放在不被众人所关注的巴基斯坦、印度这样一些贫

困地区, 从一个少女的成长经历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民族的

宗教文化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同情作者笔

下的女主人公, 但同时也能从小说中听到一个弱小民族里

女性的呼声: 她们同样有理想, 有意识, 渴望独立自由的人

生, 不愿成为男人欲望的奴隶, 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她

们也曾努力寻找机会, 追寻幸福, 只是宗教传统的那堵城

墙,她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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