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知识女性的代言人
*

———论曼奴·彭达莉的女性主义小说

王 靖＊＊

摘 要: 曼奴·彭达莉是当代印度印地语文坛极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也是印度“新小

说”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女性主义小说关注身处“世界”与“家庭”夹缝中的印度知

识女性的生存状态，主要表现传统社会对知识女性的制约以及独立后印度知识女性对“自

我”存在与价值的探求。凭借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彭达莉实现了对女性话语权威的追求，

赢得了印度社会的尊敬和赞同，其女性主义创作具有重要的美学和思想价值。从她笔下身负

家庭和社会工作双重重担的知识女性身上，能够获得一种朋友般的慰藉和“同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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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奴·彭达莉 ( Mannu Bhandari，1931 ～ ) 是当代印度印地语文坛极具影响力的

女作家，也是印度“新小说”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始于第二次

妇女运动浪潮兴起的 20 世纪 60 年代。彭达莉的女性主义小说独具特色，她在作品中描

述了独立后印度知识女性的生活现状，展现了她们在社会、家庭和个人情感中面临的生

存困境。她着力表现印度知识女性对于 “自我”存在与价值的寻求，以及传统社会对知

识女性生存的制约与影响; 她试图通过展现知识女性痛苦挣扎的内心世界，唤起社会对

处于“边缘”却又努力想要走向“中心”的女性群体的关注。本文以彭达莉的短篇小说

代表作《这才是真的》 ( Yahi Sach Hai，1966) 和长篇小说代表作《班迪》 ( Aapka Bunti，
1971) 为例，从其小说创作的人物主体和方法策略两个维度来分析彭达莉女性主义小说

的创作特色，以期为中国学者了解印度当代知识女性和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一个新的范例。

一 独立后印度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

印度独立后，女性教育发展显著。大批女性有机会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随着时

代的进步，一些知识女性，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开始进入职场，其社会地位也随之

发生改变。她们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和法律权利，接受了新式教育，因而变得视野宽阔，

拥有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但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认识依然是传统的，多数男性固守着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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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传统认知，他们坚持家庭中的夫尊妻卑的关系，对受过高等教育并且经济独立的知

识女性持轻视态度，坚持大男子主义和封建大家长制对女性的限制，要求职场女性在家

中恪守传统准则: 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安于受奴役的地位。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不仅

经济独立，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她们接受了平等与自由的现代观念，自主意识觉

醒，不甘心在家庭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也不甘于再做旧式的贤妻良母。她们要求夫妻平

等、男女平等，这就使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威胁。因而，两者产生了不可

调和的矛盾。
在 20 世纪初的印度文学中，女性形象多是以满足男性眼光的标准来构建的。“年轻

的印度教寡妇们或是固守传统，或是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没有权力和机会再婚。寡

妇常常被描写成需要在道德观上发生转化、迫切需要受教育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哀婉动

人，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和控诉了当时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观念。”［1］( P101) 但是，男

性构建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完整和公正的，他们构建的女性世界仍以男权为樊篱。在传统

社会中，人们一般不把家庭劳动视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将家庭和社会隔断为两个空间。
家庭作为私人空间，独立于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女性只能在私人空间中存在。受 20 世

纪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独立后的印度知识女性一定程度上获得了

话语权，她们对传统的女性观发起了挑战，并不断尝试从私人空间向男性霸占的公共空

间“位移”。知识女性要求重新构建女性文化和女性形象，她们要用女性的视野来解读

世界和解构历史。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文学深受现代主义意识的影响。彼时印度社会动荡不安、

政治经济形势恶化，整个国家处于低迷混乱的状态，人民对建国初期领袖的 “豪言壮

语”失去了信心。在此背景下，印度作家由对国家和社会的憧憬转入了对个人生存现实

的关注，印度文学开始着眼于个人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关注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关注

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当时的印度文坛兴起了一场 “新小说” ( Nai Kahani) 运动，运动主

旨在于描写和表现现代城市精英 ( 中产阶级) 的孤独、人世的隔膜与冷漠、对工业文明

入侵的反抗以及对男权世界的挑战等。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冲击和影响，印度

知识女性群体的自我意识萌生，她们强调自身的主体性，从自身体验出发抒写女性的所

思所感，展现她们的困惑与压抑感。独立后的印度文坛，出现了大量女性作家，她们在

西方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下开启了一股女性书写热潮。印度女作家们凭借自身的经

历、激情以及女性的创造力，竭力表现对在男权文化中一贯被讴歌、被神圣化的女性和

母性形象的反叛，她们以挑战者的姿态对文学史和历史上的种种女性偶像提出质疑和嘲

讽。她们从纯粹女性视角出发，去描写情感、婚恋、家庭和生育等经历，不再是男权文

化笼罩之下的那种女诗人的 “闺怨”或 “闲愁”。她们通过对亲身经历的描写，表现出

女性在当代印度社会中的特殊感受。

二 知识女性的 “代言人”

彭达莉笔下的女性不以男性的理想要求为标准，她们并非贤媛或荡妇，也不合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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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话语和视角的设定，她们彰显的是印度独立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的精神面貌。
该女性群体的特点是担负着社会工作与家庭义务的双重责任，身处 “世界”与 “家庭”
的夹缝之中。彭达莉充分展现了知识女性的话语和主体性，描写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

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境。其短篇小说 《这才是真的》和长篇小说 《班迪》，即触及了印

度知识女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小说以抒发知识女性情感、表达知识女性愿望、展现知识

女性困境为己任，将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社会工作且经济独立的印度知识女性作为主体，

进行细腻入微的展示。
《这才是真的》中的未婚知识女性蒂帕是纯粹的 “情感动物”，她独立生活，在异乡

攻读硕士。最令她烦心的事，不是毕业论文和就业问题，而是在两个性格迥异的男友之

间难以抉择。她在与前男友尼希特和现男友森吉耶的关系中患得患失、左右摇摆、举棋

不定。在彭达莉笔下，森吉耶与尼希特就好似蒂帕的 “红玫瑰”和 “白玫瑰”，一个热

情奔放，一个沉静内敛。《这才是真的》表现的主题与张爱玲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有

些许相似，都展现了一种 “情感困境”，而这种情感困境，恰恰体现了凡人感情生活的

无奈状态: 永远追求“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追求完美的爱情，可世上并无完美的

爱人。但彭达莉与张爱玲在小说主体方面却存在极大的差异。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

小说的主体地位是在男主人公振保和 “红玫瑰”娇蕊与 “白玫瑰”烟鹂之间流动的，而

在《这才是真的》中，小说主体是唯一的，那就是女主人公蒂帕。在张爱玲的笔下，男

性和女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刻画和表达; 而在彭达莉的笔下，男性纯粹是为了配合女性的

自我呈现而存在，男性的客体地位是由女性的主体地位决定和支配的。在 《这才是真

的》中，看不到对男性的直接描写，所有关于男性的刻画和表达都是通过女主人公的叙

述展开的，读者不能直接读出男性人物的任何思想和意识，只能通过女主人公的回顾和

讲述来了解男性人物的言行举止。女主人公蒂帕对两位男友言行的评价及对他们意图的

判断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彭达莉极力在小说中营造一种 “女性气质”，她借用妙龄少

女蒂帕的意识作为谋篇布局的主线。
在《班迪》中，彭达莉以女子学院院长雪恭为小说主体。雪恭作为成熟的已婚知识

女性的符号，代表着知识女性在婚姻家庭和社会工作中的迷茫、压抑、无助与痛苦，展

现了陷入婚姻矛盾的泥沼，却无法 ( 也不愿主动) 挣脱的已婚 ( 或离异) 知识女性的困

境。与此同时，彭达莉在这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主体———雪恭与前夫阿吉耶的儿

子班迪。表面上看，小说是以孩子班迪命名的，班迪应该成为小说的主体。但事实上，

这个虚拟的主体班迪是从属于小说主体雪恭的，即班迪是雪恭 ( 女人) 母性的衍生部

分。从某种程度上讲，班迪也是一个符号，他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夫妻关系和旧家庭制度

对已婚女性的束缚和压迫。雪恭的前夫阿吉耶及后来的丈夫乔希则完全被客体化了，与

《这才是真的》中的男性一样，他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和意识存在，都被彭达莉在小说中

故意抹掉了。
彭达莉的小说以女性为绝对主体，男性视角以及男性心理的展现在小说中是缺席的。

这是她故意为之，意在对男性中心和父权社会的思想进行直接挑战。包括彭达莉在内的

女性主义者认为，词语世界和男性中心的世界是重合的，女性在词语世界中是客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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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虚构; 女人是由男性中心的父权社会塑造出的，所谓的女性，本质上是男性想象

和虚构的结果，因此，女性在男性语言中是被压迫的; 女性需要脱离男性话语体系，重

新建构自身的话语权威。在苏珊·S. 兰瑟看来，女性作家若要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

地，“就必须形成这三种权威，它们分别是: 建构另外的 ‘生活空间’并制定出她们能

借以活跃其间的‘定律’的权威; 建构并公开表述女性主体性和重新定义 ‘女子气质’
的权威; 以及形成某种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的权威。每一种权威形式都编制出

自己的权威虚构话语，明确表达出某些意义而让其他意义保持沉默”［2］( P24)。彭达莉在其

女性主义小说中公然建构和展现了女性的绝对主体性和 “女子气质” ( 或女性气质) 的

权威，这是对男性话语权发起的颠覆性的冲击。
彭达莉把知识女性群体的真实际遇呈现给大众，如同向人们播放一部处于 “迷茫、

困惑、痛苦”中的印度知识女性不断找寻 “自我解脱”的现实电影。彭达莉笔下的知识

女性，既不选择“出走”去寻找自由，完全抛弃家庭而投奔世界，也不选择 “复古回

归”家庭而放弃世界。“彭达莉的作品反映了独立后处于 ‘社群’和 ‘自由’交叉路口

的印度女性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家庭’和‘世界’两者不能兼得。”［3］

在彭达莉的女性主义小说中，主体有且只有一个，即身处 “世界”与 “家庭”夹缝

中的独立后的印度知识女性。无论是 《这才是真的》中的蒂帕，还是 《班迪》中的雪

恭，都是印度知识女性在理智与情感、社会与家庭的困境中寻求自我的符号。彭达莉作

为印度知识女性的“代言人”，正是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和亲身感受发现了独立后印度知

识女性痛苦挣扎的内心世界。她书写蒂帕，书写雪恭，又何尝不是在书写自己，不是在

书写广大知识女性的遭遇，并以女性主义叙事去抒发和表达自己对此遭遇的感受和反

抗呢?

三 对狭义 “身体写作”的超越

彭达莉女性主义小说的写作思想成熟，视角新颖，女性叙事极具策略和技巧。她的

小说主题不是要表现 “性、差异或压抑”，而是表现受到现代平等意识影响的印度女性

在传统社会中的困境与痛苦，揭露的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局限性。她的作品构思精巧，

叙事 高 明。彭 达 莉 从 不 直 白 地、宣 泄 地 “以 世 俗 化 甚 至 淫 秽 的 语 言 来 反 映 现 实 生

活”［4］( P240) ，也从不描写纠缠不休的 “男女关系”，从不简单、直白地描写女性身体和宣

泄女性欲望，而是开阔自身视野，“深入挖掘女性经历和感受中最本质的东西，使其创作

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5］( P197)。可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超越了狭义 “身体写作”
的女性主义叙事。
《20 世纪印度文学史》一书在提及曼奴·彭达莉时，称其为 “身体写作”的早期尝

试者。［4］( P241) “身体写作”是法国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代表人物埃莱娜·西苏提出的，她曾

说: “当我说‘妇女’时，是指在同传统男人进行不可避免的抗争中的妇女……女性必

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5］( P191) 但西苏始终拒

绝对女性写作和身体写作给出明确定义，这既给后来的人无限的阐释可能，也使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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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定义变得暧昧不明。骆晓戈主编的 《女性学》中，将 “身体写作”与所谓的

“私小说” “私生活小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强调 “身体”写作即是女性通过自己的

“心”“志” “意” “情”使自己 “嵌入”世界和历史。［5］( P191) 由此，我们可将 “身体写

作”分为广义与狭义。
“身体写作”一词很容易与 “言说身体”相混淆，那种直白地描述女性的身躯和性

爱的狭义的“身体写作”在文学传统中遭到普遍的否定，被排斥在文学主流之外。这种

狭义的身体写作更容易使女性写作沦为边缘叙事。彭达莉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跳脱直白

的狭隘的“身体写作”窠臼，运用更加高明的叙事方法和叙事策略，将知识女性自身的

情感问题及遭遇的困境与社会问题统一起来。因此，她的女性主义小说能够进入印度文

学正史之中，得到印度文学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肯定。
彭达莉在小说中运用的叙事方法主要为 “意识流”。关于 “意识流”，柳鸣九认为，

“意识流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方法”［6］( P2)，“意识流”的叙事手法主要表现为: 时间

的颠倒、空间的重叠、片断的或朦胧的意识以及某些本能的反应。意识流的叙事方法所

呈现出的情景，往往是混乱的、不符合逻辑的、不构成正常次序的，是非理性的。这种

叙事方法与女性小说和 “女性话语”的特点不谋而合。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小说

的特点“在于其天赋的自发性……它不是人工训练的; 它纯然发自内心。然而，它也往

往像鸟儿啁啾一般唠叨不休———这不过是洒在纸上的闲话，留着待干的斑斑墨迹而

已”［7］( P58)。伊利格瑞也认为女性话语是 “没有中心……难以分辨出任何连贯的意义。用

理性的逻辑来衡量，那些矛盾的话显得是胡言乱语。”［8］( P318) 因此，意识流成为女性主义

文本中最恰当、最适宜的叙事方法。苏珊·S. 兰瑟就认为，小说中的 “意识流”“实际

上明显是女性和女性主义的”。［2］( P120)

彭达莉所运用的意识流的叙事方法，极好地展现了女性主义意识的流动性、混杂性。
在《这才是真的》中，通篇都是蒂帕自己的印象、回忆、想象、观感、推理、直觉以及

幻觉:

我深知，但凡涉及尼希特的事，森吉耶总是存疑在心的; 但我要如何才能让他

相信，我憎恶尼希特，对他的回忆只会让我心中充满仇恨。何况，十八岁时发生的

爱情能是真爱吗? 那时的我们只是孩子，不过是胡闹罢了。那时的感情，有激情却

不稳固，有速度却无深度。那爱情以何种速度开始，在历经绿豆芝麻点大的挫折后，

便会以同样的速度终止……
我该如何向他倾诉呢，我的爱，我的柔情，还有未来许多计划，这所有的中心

都只有一个，就是森吉耶。再者说，那些月夜里，我们倚坐在大树下，我聊论文，

你讲故事，有关办公室的、朋友的或者别的什么……这一切不正意味着我们是相爱

的吗? 他为何不懂，如今我们的感性已转化为理性，现实的生活取代了虚幻的梦想。
我们的爱情是踏实的，长久的，稳固的，历久弥坚的。

森吉耶，你想想，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会完全顺服于你所有那些恰当或者越矩

的行为? 我又怎会任由你亲吻和拥抱? 你知道，在结婚之前，任何一个女孩子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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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赋予男人这样做的权力。难道这些不足以证明我爱你吗，非常非常爱你吗? 森吉

耶，请你相信我，我们之间的爱情才是真的，而尼希特的爱情不过是充满了欺骗的、
虚伪的谎言。［9］( P264 ～ 265)

在《班迪》中，彭达莉也同样运用女性主义意识，精巧地创造、安排并呈现了雪恭

的各种心态和意识的流动:

瞬间雪恭觉得这不是班迪，分明是阿吉耶在熟睡啊。两个人的面孔是多么地相

像啊……仅仅是面孔吗……有时候连她都惊奇，人类是何等神奇，能把他们的面容、
神情、习惯、脾气、性格浓缩后装进他们的孩子那小小的身体里。一股奇怪的不安

情绪从雪恭的心底生发出来。不仅仅是不安，还伴随着恼怒和控诉。阿吉耶一生都

在指正雪恭的错误。雪恭每做一件事，每讲一句话，雪恭的观念、态度和方法……
什么都是错的。雪恭多么独立啊! 雪恭多么自主啊，雪恭如何如何……究竟是谁的

错呢? 是她还是阿吉耶……七年了，七年来她一直都生活在阿吉耶对她的指责中，

与此同时承受着这些指责带给她的负罪感。现在，又轮到班迪了……现在又换他来

指责雪恭的过错了。也许这一生都要换他来指正雪恭的错误了，就像阿吉耶一

样……不，不能这样，现在她不会再让谁来掌控了。［10］( P111 ～ 112)

彭达莉通过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成功地隐退到小说背后，将女性主体复杂的心态及

身处困境的痛苦客观地呈现出来，将女性的意识客观地映射出来。彭达莉女性主义小说

中的这种意识流的叙事方法，既可自然呈现女性独特的生存经验，又可逃离男性话语的

控制，使得女性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现代社会的女性主义叙事历来都充满了对父权社会的挑战、对抗和冲突，“女性声音

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

的”［2］( P5)。为了缓解女性主义反抗父权社会压迫的紧张状态，并掩饰女性主义文学内部所

存的意识形态，同时为实现女性主义在文学和文化中的突围，女性主义叙事策略应运而生。
彭达莉女性主义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尺水兴波”的叙事时空、“第三

性”视角的创造性运用、由“显露”与“隐含”并行的叙事主题促成的完美叙事交流。
首先，彭达莉女性主义小说中的叙事时空是零散的，体现了 “尺水兴波”的特点。

她从不对社会生活进行大场面的铺叙，而是对人物和生活进行横面的 “切取”，选择女

性个人及其生活中的某一点，对女性主人公进行 “面”的呈现。因此，在她的小说中，

人物简单，一般只有几个; 时间浓缩，一般只是十余天; 情节简单，只为突出人物主体

的内心世界; 空间狭小，局限在家庭和办公室之中。彭达莉对于零散、狭小的叙事时空

的呈现，可谓“尺水”; 她对于女性主体内心和意识的集中展现，可谓 “兴波”。她在切

取的小小横面上，展现了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大主题，实现了女性主义小说的突围。
其次，彭达莉在其女性主义小说中创造性运用了 “第三性”叙事视角，她巧妙地呈

现了女性作家渴望获得的双向视角。女作家铁凝曾表达她对女性写作叙事视角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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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想那大约归结于我本人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

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 ‘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

的生存景况。”［11］( P374) 在《班迪》中，彭达莉成功地创造了班迪作为 “第三性”的叙事视

角，儿童视角的运用为文本带来了坦率和真诚。同时，班迪作为夫妻两性关系的媒介，

儿童与成人叙事视角之间的必然矛盾为文本提供了更多表达空间和可能，儿童的视角丰

富和补充了女性个体叙事类型，也必然生成超越女性主体叙事之外的新的社会意义和美

学价值。但儿童的“第三性”视角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事实上，《班迪》中的儿童

视角是从属于女性意识的，班迪作为“第三性”存在，其目的多半是呈现对雪恭的多种

角度的观察: 她是“母亲”，是“妻子”，亦是“院长”。

妈咪坐在梳妆台前化妆打扮。班迪站在后面静静凝望。每次妈咪去学院上班前

梳妆打扮的时候，班迪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瞧看着。他现在还不懂，可他一直觉得

梳妆台上这些五颜六色的小玻璃瓶和大小各异的罐子一定具有某种魔力，妈咪将所

有这些东西涂抹之后立刻变了身。至少在班迪看来，现在的妈咪已经不再是他的那

个妈咪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10］( P11)

孩子的眼光是单纯客观的，通过这一视角，文本中的女性主体也就得到了更加客观

真实的呈现。班迪的“第三性”视角打破了单纯的女性个人叙述类型。单纯的女性个人

叙述，易被公众认为是女性直觉的产物，而不被承认为艺术的结晶，更甚者，一旦这种

叙述超出社会传统公认的女性行为准则，就会遭受社会和读者的抵制。正因如此，彭达

莉在《班迪》中并不单单使用雪恭这个主体视角，而且将班迪也加入主要叙述者中，以

丰富女性个人叙述的客观性，并避免女性个人叙述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彭达莉在

《班迪》中透过“第三性”视角展现了理想的叙事，同时兼顾美学的意识，在客观真实

的呈现中彰显了她“含而不露”的作者权威。
再次，彭达莉在其女性主义小说中通过创造 “显露”与 “隐含”并行的叙事主题促

成了完美的叙事交流。在《班迪》的叙事文本中，彭达莉真正想要表达的中心是对知识

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这种主题在印度传统社会中是 “阴影化”和 “边缘化”的，不容

易被主流文化和父权社会所接受。如果彭达莉单纯而直接地呈现女性意识和女性困境，

那么她的小说极有可能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排斥，沦为 “边缘化的阴影”。正因如此，

彭达莉将真实的写作意图进行了 “隐含”，而将离异家庭中孩童班迪的遭遇作为 “显露”
的叙事主题。她的这种策略促成了《班迪》这一文本在叙述者与受述者、作者与读者之

间的完美叙事交流，使得《班迪》一经出版就受到莫大关注，被载入印地语文学史主脉

之中，并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思想解放以及人类批评理论的进步，逐渐显露出其真实的

女性主义意识和重要的美学价值。
彭达莉的女性主义小说关注身处 “世界”与“家庭”夹缝中的印度知识女性的生存

状态。通过小说中的女性主体，彭达莉呈现和倡导了她的女性主义思考和主张: 女性应

勇于实现自我价值，并主动选择和追求自我的幸福。她巧妙地运用叙事方法和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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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意识流”的叙事呈现、“尺水兴波”的叙事时空、“第三性”视角的创造性运用以

及完美的叙事交流，使知识女性的叙述声音有效、有力地传向社会。彭达莉凭借独特的

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她对女性话语权威的追求，赢得了印度社会的尊敬和赞同。她创

作的女性主义作品具有重要的美学和思想价值。对于身负家庭和社会工作双重重担的女

性来说，无论何时阅读彭达莉的这些作品，都能够从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获得一种朋

友般的慰藉和“同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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