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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文本对非裔美国女性社群书写的建构
方小莉
摘要： 伴随文本随着符号文本同时发送，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积极
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严重影响文本的意义阐释。
本文以当代最具代表性的 3 位非裔美国女作家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非裔女性小说的
生产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型文本、元文本、先 / 后文本、全文本
以及前文本语境压力，来探讨当代非裔美国女性性属思想的变化及社群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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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丽亚·内勒 （ Gloria Naylor） 是美国当代知名的黑人女作家。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内勒与很多同时代的非裔美国杰出女作家一道，在
重新定义美 国 文 学 的 新 发 展 方 面 做 出 了 杰 出 贡 献 （ Nelson 1999： 372 －
373） ，也为自己在美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地位。 事实上，评论界一开始
就将她的作品与莫里森和沃克的作品相提并论 ，她与后两位作家并称为当
代美国非裔女性文学中的圣三一 （ Holy Trinity ） （ M ontgomery 115） 。 国外
对内勒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而中国大陆的内勒研究则刚起步，仅出
现期刊论文 10 篇左右。 大多数的期刊文章都主要研究内勒小说中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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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别问题； ①另外也有文章讨论了内勒小说中的叙述、意象分析、魔幻
现实主义等。
“社群”毫无疑问是黑人女性一直致力书写的主题 ，内勒也不例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内勒依次发表了 5 部作品： 《布鲁斯特街
1982） 、《林登山 》（ Linden Hills，
的女人们》（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1985） 、《妈妈· 戴 》（ Mama Day，1988） 、《贝利的咖啡馆 》（ Bailey's Café，
1992）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1998） 。 前
4 部作品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每一部小说都向读者展现了一个
黑人女性的社群。在这个集体里，黑人女性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用自己的
生命丰富着彼此的生命”（ Whitt 1） 。 她的每部作品都书写着黑人女性不
同的故事，这些故事相互联系，则构成了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女性集体的故
事。在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群建构中 ，男性是被边缘化的客体。 直
到 1998 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的出版，内勒通过一个新社群的建构，解
构了以黑人女性为中心的社群观念 。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内勒小说文本中的性别、种族和阶级
问题，有少量研究也涉及到内勒小说文本中的社群建构 。 事实上，内勒的
小说包含了丰富的伴随文本。② “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 这些
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
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影响意义解释。”（ 赵毅衡 2011： 141） 本文从符号学
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和《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中
一系列伴随文本的研究，并结合艾丽斯 · 沃克与托妮 · 莫里森的相关作
品，探讨黑人女性性属思想的发展及社群观念的变化 。
内勒在 1998 年发表了小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 该小说由 10 个
章节构成，包括一个开场和结尾，中间的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别讲述了 7 个
黑人男性的故事，第九章将这些黑人男性汇聚成一个整体。 顾名思义，这
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故事，小说一开场却主要是探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
们和女人们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第一个叙述者本 （ Ben） 甚至明言： “我认
——解读格洛丽亚·内勒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
① 林文静： 《姐妹情谊： 一个被延缓的梦—
2008 年第 10 期； 林文静： 《玛利亚、夏娃故事的重写———格洛
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丽亚·内勒小说〈贝利的小餐馆〉的女性主义解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0
期； 曾艳钰： 《再现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种族与性别———评当代美国黑人后现代主义女作家歌劳莉
2007 年第 4 期； 朱姗姗： 《黑人女作家格洛丽亚·内勒〈妈妈·戴〉
亚·奈勒》，《当代外国文学》，
2011 年第 4 期。
中黑人母亲形象解读》，《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它是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
② 伴随文本是落在文本外的记号，
（ 赵毅衡 2011：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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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任何男人都离不开女人，而任何女人也离不开男人。 这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不能违背。”（ Naylor 1998： 7） “对于布鲁斯特街的每个男人来说，无论
他是谁，在他的故事中总有一个她。”（ 8） 小说随后从本的故事开始讲起，
分别讲述了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在这个被白人世界隔离的空间成长的故
事。在每一个男性故事中的确都有一个“她 ”，他的母亲、爱人、妻子、邻居
等等。但是令读者感到奇怪的是，小说中关于女性的个人信息基本被省
略，而这些女性在小说中也几乎没有正面出场，只是出现在男性人物的回
忆或讲述中。这让人无法不质疑小说企图边缘化女性经历 ，这与小说的开
场相矛盾。另外小说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省略了很多信息 ，但却显
出一副读者预先早已知道该信息的语气。 例如巴兹尔讲述了他的成长故
事，主要情节是他一直偷偷隐藏在母亲周围 ，不敢去见她，他对自己所做的
事深深忏悔，并开始学习做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 同时他回到老家，找到
了父亲，并发现父亲等了母亲一辈子。 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母亲玛蒂
（ M attie） 只出现在两个男人的回忆中，玛蒂是谁，她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导
致了巴兹尔、父亲、母亲分离，这些重要的信息几乎全被叙述者刻意省略。
读完整部小说，读者感觉只读到了每一个故事的后半部分，而整个前半部
分则不知去向。这种情况下，只局限于小说的文本部分已无法解决阅读中
遇到的诸多问题，此时只能从文本外的伴随文本入手全面考察小说。“伴
随文本控制着符号的生产与理解，它是文本与世界的联系方式。 任何符号
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 ，这些成分都会积极参与文本意义
的构成。”（ 赵毅衡 2013： 215 － 216） 本文将从内勒小说的生产性伴随文本 ①
和解释性伴随文本②入手，来探讨黑人女性性属思想的变化及社群观念的
发展。

一、先后文本及其它： 格洛丽亚·內勒
冤家姊妹篇中的完整社群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包含了大量、丰富的伴随文本。 从显性伴随
文本来看（ 副文本和型文本） ，该小说是格洛丽亚 · 内勒的代表作，从标题
上来看，与内勒的获奖作品《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仅有一字之差。《布鲁
① 文本生产之前已经加入的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以及与文本同时产生的“显性伴随文
本”，即副文本和型文本（ 赵毅衡 2011： 153） 。
包括元文本、链文本（ 同上） 。
② 文本被接收解释时加入的伴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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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街的男人们》中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可以算是
该小说的续集，因此两本小说构成先 / 后文本。“在符号表意中，一个文本
不仅受制于先出的文本，也不得不受制于后出的文本。”（ 赵毅衡 2011：
149） 当两个文本是先后文本的关系时，对任何一个文本的阐释都会影响另
一个文本，而对任何一个文本的阐释也都会受制于另一个文本 。 由于两个
文本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不得不把它们进行合一阅读。
事实上，作者与出版商一开始就将两本书视为先后文本 ，强迫读者合
一阅读。看到其中一本，自然会联想到另一本。① 从人物来看，我们在读
到小说的故事之前，先读到了作者特意留下的一段话：
作者笔记
作者承认本这个角色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中已经死亡。 但
是作为文学创作，她有权利复活他的灵魂和声音，让他负责讲述该小
说的大部分故事（ Author's Note） 。（ Naylor 1998： 扉页）
这样，小说还没有开始讲述故事，读者就不得不将两本书联系起来。
接下来小说开篇第一页就首先引用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中的一段
话，这段话描写了布鲁斯特街女人们的日常生活。 读过《布鲁斯特街的女
人们》中的读者，会强烈感觉到先文本中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地跳入了
眼帘：
布鲁斯特街变得尤为偏爱她黑皮肤的女儿们 ，因为即使它不断衰
落，这些女儿们依然努力打拼，试图将其建设成为自己的家园。 她们
用深肤色的手臂支撑着自己伏在窗台上 ，她们扛着杂货用粗糙的乌木
色的大腿一步两个台阶地爬上楼，她们用藏红花色的带子在后院晒
衣服……（ 3）
当然随着故事的叙述，读者还可以读到其他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
们》中直接引用的文字。 这样，两本小说中的人物则相互交织在一起。 先
后文本中出现的人物相互认识，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布
鲁斯特街就是他们天然的联系。 共同生活在布鲁斯特街这个被外界遗弃
的世界里，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共同的命运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① 小说有的版本封面就标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作者”（ “the Author of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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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被迫来到布鲁斯特街，而他们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别无选择。 其次，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中出现的男人，除了一个小孩外，都曾在《布鲁斯
特街的女人们》中出现过。他们是这些女人的爱人、孩子、情人。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先文本《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一共由 9 个章节构
成。第一章叙述者交代了布鲁斯特街的诞生及故事发生的背景 。 接下来
的 7 个章节分别叙述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个体故事和集体故事 。第 9
章作为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向我们交代了布鲁斯特街正在走向死亡 。 内勒
认为，“一个人物不能代表黑人女性，因为她们的经历是丰富多彩、各有不
同的”。内勒在小说中“创造了 7 个黑人女性，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黑人
女性的缩微世界 ”（ Felton and Loris 6） 。 可见《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与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的结构基本一致。 先后文本均分别讲述了 7 个女
性和 7 个男性的个体故事，并分别汇聚成一个以女性社群和男性社群为主
角的群体故事。
从小说的情节来考察，先后文本的故事情节也相互联系紧密，男性与
女性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 两本小说中缺失的信息相互
补充，互相完整。先文本《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中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
玛蒂。她被爱人与儿子巴兹尔 （ Basil） 抛弃，最终一贫如洗。 读者所听到
的是叙述者从玛蒂的视角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由于其爱人与儿子的故事越
出了玛蒂的视角范围，玛蒂无从得知，读者也无法了解。 在第一本书中叙
述者没有将声音交给男性，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因此玛蒂的儿子与爱
人在读者心中自然留下了“罪大恶极 ”的形象。 而在后文本《布鲁斯特街
的男人们》中，巴兹尔的讲述补充了先文本中越出玛蒂视角范围的部分。
后文本中，巴兹尔故事中缺失的关于母亲的部分则在先文本中早已呈现 。
先后文本中的其它故事也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作为后文本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读者对先
文本的解读，在读后文本时，读者无法摆脱先文本的影响，因此两个文本互
相成为了彼此的元文本。 在解读《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时，读者也会同
时受到对先文本的一系列评论文章———链文本的影响； 而读完《布鲁斯特
街的男人们》后，读者也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布鲁斯特街的
女人们》。
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由于故事是通过女性视角叙述，她们无
法深入到男性的心里，无法看到透过男性视角才能看到的事物 。 由于男性
被剥夺了讲述的权力，男性的故事及历史则被抹杀。 后文本中小说一开
篇，
读者便听到本（ Ben） 对男性主体性的强调： “我的名字叫本。 我等了很
久才有机会说下面的话： 你知道，这条街不仅仅只是孕育了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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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ylor 1998： 1） 。本一开场就提醒读者，男性在先文本中被剥夺了话语
权，他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中才等到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接下来
本进一步阐述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虽然有时男性会对女性造
成伤害，但是他们爱她们。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生活在布鲁斯特街这样
没有希望的地方，并不是每个黑人男性都祈祷更好的生活 ，但是“只要他们
身边有女性，他就必须梦想更好的生活，因为她是他的另一半； 另一只手
臂，另一只眼睛”（ 3 － 8） 。
本在开场点明了男性与女性互为彼此的另一半 ，缺少谁都不完整。 正
如所讲述的故事那样，缺少了男性或女性的故事，都没法构成一个完整的
故事。而在后文本《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中，本的目的就是“讲述整个故
事”（ 7） 。本口中的整个故事显然是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中遗漏的故
事补充完整，这样男性与女性的故事组合起来构成整个故事 。 可见在阐释
后文本时，前文本成为了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后文本也成为了重新认识前
文本的驱动力。因此《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与《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作
为彼此的伴随文本，已经融入彼此的文本，读者在解释时已经不可能将两
者分开，从而构成了全文本。就正如文本中的男性与女性都是彼此故事的
一部分，只有双方都共享话语权，讲述出自己的故事，才能够获得完整的
故事。

二、前文本语境压力： 艾丽斯·沃克小说中包容的社群
《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和《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构成全文本，讲述
了男性与女性共同的故事。自后文本产生时，读者对其中任一文本的阐释
都离不开另外一个文本。 先后文本彼此依存，彼此融合，相互补充。 文本
中所反映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
以女性为中心，男性被边缘化；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补充了男性的故
事，这才使得男性与女性两个社群彼此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集体。 内勒
这一思想的发展与转变与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依存 。 要弄清
楚内勒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必然要考虑内勒小说产生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
境的压力，文本生成之前的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 ，即前文本 （ 赵毅衡 2011：
145） 。
意义的表达和形成总是要受到社会规约的影响 （ Liu 75）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黑人女性小说中的社群几乎都被背景化为主人公的生存环
境。非裔美国文学中的社群主要是以黑人为中心 ，社群的建立要么是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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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白人世界的孤立，要么则是主动联合以反抗外部白人世界的压迫 。 而
黑人女性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成为小说中社群建构的中心。 非裔美国文学
中的社群建构一直存在着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 ： 黑人与白人、女性与男性。
内勒在早期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塑造了一个女性社群 ，她们用彼此的姐妹情
谊相互支持鼓励，抵抗来自外部男性世界的压迫。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美国黑人女性
形成了庞大的创作群，并开始发出黑人女性群体的声音。 黑人女性创作群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黑人男作家也感受到来自黑人女作家的威
胁。他们控诉黑人女性出卖了黑人民族 ，因为黑人女性对性属问题的书写
有损黑人男性的形象与尊严。同时，由于 80 年代以来，里根政府及老布什
政府的保守执政，黑人民众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利益遭到威胁，
美国国内种族矛盾也再次突显。 黑人女性在性别与种族矛盾激化的社会
背景下，从自己的视角重新审视黑人社群内部、黑人社群与白人社群之间
以及与世界这个大社群的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代黑人女性逐渐认识到“任何社群的建构都
具有兼容性与排他性。社群的建构基于成员之间的彼此认同与互惠互利 ，
而与该社群成员不同或是对其利益造成威胁的‘他者 ’，则被当作敌人而
遭排斥”（ Blackshaw 21） 。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面世之前，由于社会
语境的变化，黑人女性对群体建构的观念已发生变化 ，她们逐渐意识到： 男
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
关系。内勒在这一前文本的语境压力下，也用自己的后文本解构了先文
本，同时让读者通过对小说文本的阐释 ，反窥整个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
考查前文本对内勒小说文本的影响 ，必然无法回避当代黑人女性文学
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作家———艾丽斯·沃克与托妮·莫里森的影响。
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 w omanism） 影响了一大批黑人女性主义者及黑
人女作家。她在其小说中也反复实践和阐释这一黑人女性主义思想 。 沃
克 1989 年发表的小说《殿堂 》（ 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 ） 由于其宏大的
主题及复杂的叙述技巧而颇受争议 。在小说中，沃克企图从黑人女性的视
角重写整个人类史，试图在小说中建构一个独一无二、平等的妇女主义新
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动物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和平共存。
《殿堂》将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压缩为一个整体，从而将世界压缩为一
个社群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故事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是停留在一个固
定不变的地方，而是在世界各地展开。 小说的主要人物均生活在美国，这
成为了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随着故事的发展，南美、欧洲、非洲也一一走
入读者的视线。通过故事的讲述，这些不同的地方逐渐连成了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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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堂》中不同的地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被各个人物通过叙述一一联系
起来。
沃克将整个人类统一到她的社群中 。在这个社群中，无论种族、性别、
阶级、年龄等，都得到包容。 小说主要是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主要人物包
括： 丽齐与哈尔，卡洛塔与阿维达，范妮与苏维洛。 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三
条主线交织到一起； 除了这些人物，小说中还有大量的其他重要人物。 随
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这些人物之间也相互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关
系网。在这些人中，阿维达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人 ”，他身上汇入了
世界各地的血液： 包括非洲、欧洲、墨西哥、印度、菲律宾、中国，当然还包括
他目前生活的美国 （ Walker 393） 。
当然在沃克的社群中，人类并非是唯一的成员，整个生物界都是这个
社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说开篇，读者首先听到的就是丽齐的声音： “如
果他们讲述关于我的故事时说谎了 ，那么他们对一切都撒谎了”（ “Dedication”） 。读者在完成小说的阅读之前都无法理解这段引文的含义。 如果
人们讲述关于丽齐的故事时说谎了，那么人们就对一切都说谎了，因为丽
齐代表了“一切”。丽齐经过无数次的轮回转世，依然拥有每一世的记忆。
每一次的轮回，她都过着不同的生活，拥有不同的身份。 在不断的轮回中，
她曾经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女巫、妓女、侏儒、狮子等等。 在死前她画
下了自画像： “画中是一棵大树，树上有黑人，各种不同的生物，蛇和各种不
同的事物，甚至有白人和很多狮子。”苏维洛告诉哈尔： “丽齐在她的最后
一幅画中画下了自己。”（ 412） 在这棵生命之树上，丽齐画出了每一个自
己。经过无数次的转世，她经历了每一种生命形式，而各种生命形式也都
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无论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以及其他非人类的生
物，都构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丽齐根据对自己的梦的记忆，向苏维洛讲述了各种生物在大自然中曾
经和谐相处的故事： 人类曾经居住在大森林里，森林里到处都是树木。“当
时的树木就像大教堂。每一棵树到了晚上就成为了居所。 白天我们在树
下玩耍。我们的阿姨和妈妈有时候带着我们 ，有时候就把我们交给大树照
顾。当你了解大树的每一根树枝、每一个树洞、每一个裂缝后，没有任何地
方比这里更安全。遇到危险时，你可以迅速躲入大树的怀抱。 同时我们还
跟其它生物一起分享大树的庇护。”（ 84） 他们把森林中的动物们视作表兄
弟，与他们一起嬉戏玩耍，互相作伴，互相保护。 直到私有制产生，人类打
破了这种和谐的秩序。 他们屠杀森林中的动物，剥去它们的皮毛占为己
有，烹煮动物作为食物。部落中的男性还自恃强大，将天生力量相对弱小
的妇女和孩童占为己有 （ 84） 。 在丽齐讲述的另外一个故事中，人类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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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曾经是朋友。她的妈妈有一个知交是一头狮子。“他们到哪儿都在一
起。狮子也有自己的家庭。两个家庭之间来往频繁。 在狮子的家里，我总
是受欢迎的。在我所说的这些日子里，人们与动物的相处方式，就像是今
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大家彼此是邻居，共用相同的水源，吃着相同的食
物。”（ 84） 通过丽齐的叙述，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可能存在并早已存在过的 。
沃克通过叙述解构了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甚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
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想。《殿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的
机会。人类要再次建立这样的世界，就要彼此关爱。 无论是人与人之间，
还是人与其它生物之间，都必须是和平共处的关系。 西丽 （ Celie） 在自己
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经历，受到伤害时，她回到家里就去欺负自家的
狗，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比她更弱小的生物。 然而在莎格 （ Shug ） 的帮助
和启发下，西丽开始平等对待周围的一切事物： “如果你在西丽面前踩死一
只蚂蚁而不道歉的话，你将永远不会再得到她的邀请”（ 169） 。

三、前文本语境压力： 托妮·莫里森小说中不断建构的社群
除了沃克以外，托妮·莫里森也一直关注社群的发展，她的社群思想
在 1990 年代逐渐发展成熟。莫里森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强调了集体的
重要作用。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 》是对具体历史环境下的黑人社
群的真实书写。这个群体将白人的种族歧视完全内化 ，从而摧毁了群体内
最边缘化、最弱势的成员。《秀拉 》中的黑人社群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结构
和文化标准。符合其标准的成员受到欢迎，而违反其所谓规则的成员则遭
到排斥，并成为该社群失败的替罪羊。 在莫里森前期的小说中，毕科拉
（ Pecola Breedlove） 与秀拉（ Sula） 均遭到集体排斥，无法在集体中建构自己
的身份，先后落得香消玉殒。1977 年《所罗门之歌 》中的集体与前两部小
说相比有了相对较大的变化。 在成长的过程中，主人公奶娃回到南部，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黑人社群，并因此找到了自己的根，从而在黑人群体中建
构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宠儿 》继续了《所罗门之歌 》中正面社群的主题。
虽然黑人群体一开始排斥塞斯，但也正是这个群体最后聚集到塞斯家院子
里，帮助塞斯驱除了宠儿的鬼魂，拯救了塞斯和女儿。
在莫里森前期的作品中，“社群 ”都作为主角人物生活的背景而存在，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群，拥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规约。 而莫里森在
《天堂》中打破了自己以往对社群的书写模式，对集体进行了历时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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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群由不同的个人构成，社群的每个成员不断创造历史、丰富历史。
同时社群和个人也在自我创造的历史中不断得到新的定义。《天堂 》中的
女修道院随着一个个成员的加入而处于不断的建构中 ，每个成员带来了不
同的历史、不同的声音。小说中看似完全封闭的鲁比镇，也因女修道院的
存在和影响而被迫打开。莫里森用一个开放的社群不断解构一个封闭的
黑人社群，从而让社群一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被重构。
小说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群： 鲁比与女修道院。 对一个社群来
说，共同的历史、经历使得集体得以建立并增强集体成员间的凝聚力 。 鲁
比镇是一个对外完全封闭的黑人社群。 这个社群的人来自相同的社会阶
层，相互认识，他们经历了相同的历史，拥有共同的过去，从而形成了共同
的团体，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友爱的关系 （ bounded solidarity） ； 同时他
们又受到外部世界的隔离甚至是歧视 ，这些被孤立和歧视的人们也团结起
来，形成了一种反应式的友爱关系（ reactive solidarity） （ Alberts 231 － 248） 。
鲁比人及其祖先为了逃避外部世界的歧视而在边缘地区建立了属于
自己的社群。鲁比镇将自己的世界封闭起来，断绝了与外部的往来。 鲁比
人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离一座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
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 莫里森 1） 鲁比镇周围除了女修道院
以外什么都没有，要在接近 100 英里以外才能看到别的城镇。 同时从鲁比
镇的公共设施来看，他们也不准备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鲁比是“一座沉睡
的镇子。只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 ，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
不具备： 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
没有医院”（ 10） 。 鲁比镇在鲁比人看来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城镇。 他们
生活在自己独立的时间与空间中，生活在过去的历史中，似乎世界从未改
变。他们拒绝外来人，拒绝新的声音、新的历史。
在这座镇子里，
能够被认可的只有父权制的声音。祖辈的历史得以储存
和传递，
成为无可反驳的官方历史。女性和年轻一代的声音与历史却被抹
杀。他们祖先的最初目标是想要建立一个兼容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有
人被歧视和排斥，因为他们曾经遭受了排斥，
但是鲁比镇却慢慢变成一个他
们曾试图逃离的白人世界的缩影。在这个世界里，肤色决定了一切，排斥一
“外来人就等同于敌人”（ 207） 。
切外来的声音。对于这个社群来说，
，
与鲁比相反 女修道院虽然也被外界隔绝，但却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
群。女修道院也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然而不一样的是，女修道院并
不是一个自我隔离的社群，“她们被孤立最主要是因为父权制的鲁比镇把
她们看作是威胁，将其隔离开来 ”（ M ichael 652） 。然而它的大门永远是对
外敞开的。女修道院随着成员的变化和增加，一直处在不断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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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共有 9 个章节，其中有 5 个章节是以女修道院的 5 个成员来命
名。在这 5 个章节中，叙述者一方面从这 5 个女性的视角讲述了她们在来
到修道院之前的历史，同时也讲述了她们加入修道院后的故事。 这样一
来，
修道院作为一个集体，不仅容纳了每一个个体的故事，每一个个体的历
史也丰富并重新建构了修道院的历史。 她们聚在一起，共同书写、创造了
女修道院新的历史。随着新成员的增加，修道院的历史一遍遍地被重新书
写和定义。
从女修道院的构成来看： 与鲁比不同，它是一个由不同种族、阶级、年
龄等构成的混合体。成员包括白人、黑人、混血。她们也来自不同阶级，有
来自富裕家庭的帕拉斯，也有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西莉卡。 她们中间也有像
格雷斯这样的同性恋者。除此之外，这些背景、年龄不同的女性之间也充
满了矛盾。相对保守的马维斯和相对开放的格雷斯自第一次见面 ，就因性
格各异而互生嫌隙，甚至后来还大打出手。但是这个集体却包容每个人的
不同，让她们住下来后就舍不得离开。
不仅如此，修道院的大门还向鲁比镇敞开。 由于女修道院的出现，女
修道院的成员与封闭的鲁比镇的成员之间产生交往 ，逐渐影响鲁比镇封闭
的生活，封闭的鲁比镇被迫慢慢开放。女修道院总是对鲁比的居民敞开大
门。她们接待过醉酒的米努斯，照顾过受伤的比莉，看护过因照顾孩子而
心力交瘁的斯维蒂和未婚先孕的阿涅特 。在这些人最脆弱的时候，女修道
院为她们提供了休憩的空间，让她们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可见，作
为一个社群的女修道院包容集体的每一个成员 ，同时敞开大门欢迎不同的
成员加入。这些成员又为这个社群不断注入新的历史 ，让这个集体永远处
于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永远充满了生命力。
女修道院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及模式对鲁比的父权制造成了威胁 。
正如鲁比的男人所 担 心 的，“她 们 不 需 要 男 人，也 不 需 要 上 帝 ”（ 莫 里 森
270） ，他们容不下这样的集体存在。 小说的结尾，鲁比的男人们偷袭了手
无寸铁的女修道院，残杀了女修道院的所有成员。 然而屠杀事件发生以
后，鲁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女修道院的女性们如基督一般，用自己的死
亡，救赎了走向死亡的鲁比镇。自此在鲁比镇不再只有一种声音。 关于这
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官方说法就有两种，而鲁比镇上的居民都各有自己的
看法。同时，摩根兄弟这对曾经一直保持一致意见的官方代表也发生了决
裂，鲁比镇不再是一个声音做主，人们开始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代表进
步思想的外来者———米斯纳神父被接纳，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鲁比镇服务，
因为他看到了希望。鲁比镇开始学会容纳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历史 ，长期
处于静止状态的社群打开大门，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新思想的诞生、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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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写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与内勒不同，沃克所关注的社群是整个生物界。她解构了人类这个社
群，将各种生物都统一到同一个群体中。 莫里森在《天堂 》中用一个开放、
发展的社群解构了一个封闭、静止的社群，让社群保持在不断建构的过程
中。然而沃克和莫里森无疑都用自己的方式解构了非裔美国文学中传统
的黑人社群，解构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更多地关注了社群的包容性。 黑人
女性文学中这两个最重要的女性作家构成了内勒作品前文本最重要的一
部分，必然会影响她的创作及读者对其作品的阐释。 在这个时期，虽然格
洛丽亚·内勒采用的方法与两位作家有所差异 ，但是也体现出了类似的思
想。内勒以黑人社群为载体，通过对黑人男性群体的建构将整个黑人社群
补充完整，使其更显包容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弱势群体在表达利益诉
求等议题时常常会失去话语权。”（ 唐青叶 59） 然而当代黑人女性则采用自
己特殊的策略，相互形成观照，构建了一个黑人女性的作家群。 她们用自
己的声音叙述社群的故事，无论男性与女性，无论白人与黑人，也无论人类
与自然，都被统一到其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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