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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Death Consciousness from Orlando
Li Meng

Yi Ｒui-xian

（ Xizang Minzu University，Xianyang 712082，China）
Orlando is a fantasy novel which is rare among other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 for its traditional narrative style． Most scholars are attracted by the unique feminist concept and rogyny in this novel． However，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profound thinking of death and life in this novel worth more studying． Hence，this paper tries to give a new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oolf＇s unique death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is classical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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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吉尼亚 · 伍尔夫 （ Virginia Woolf，1882 －

芬 2017： 65 ） 。伍尔夫自 己 称 之 为“写 作 者 的 假
日”和“一个大玩笑”。主人公奥兰多出身英国贵

1941） 是现代英国著名的女小说家、评论家和散

族，
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贵族美少年，
做过女王

文作者。在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两方面都有卓越

的侍卫。年轻的他深受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宠爱

的贡献，
她与詹姆士·乔伊斯、
普鲁斯特并称为世

而得到一间宫殿般的大宅邸，
并赐福“不凋谢，
不

界 3 大意识流作家，
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老去”。奥兰多与一位俄国公主失败的恋爱使他

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
女性主义及同性恋运动影

大受打击，
于是躲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寻求解脱，
遭

响。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造性至今仍然产生很

到一位他资助的诗人的戏弄，
又被兔子模样的公

大的影响。

爵“夫人”纠缠，
为摆脱种种烦扰，他请命出使东

1928 年 10 月出版的小说 《奥兰多》与伍尔

方，
在此期间，昏睡 7 天 7 夜，醒来后变为女人。

夫其他实验性质的小说不同，是其用传统叙述方

从 1600 年起的 400 年间，
奥兰多便享有永久的青

式创作的一部传记色彩浓郁的奇幻小说。奥兰多

春。与此同时，
她不但在性别上经历数次变化，
也

是一个跨越时间、
空间、
甚至性别的人物，
天马行

经历人生的种种奇遇，
从跨越死亡与爱情的折磨，

空地遨游于历史、
文学、
政治、
爱情、
男性以及女性

到在诗歌的殿堂里连连受挫，
她最终成为一个拥

世界里，
用好奇的眼睛观看着世界天翻地覆的变

有自己子嗣的独立女性。

化，
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男女性别的差异 （ 柳淑

*

奥兰多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萨克维尔三世

作者电子邮箱： 843640475@ qq． com（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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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的女儿，
叫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她是

可是性别和社会身份仍使他成为一个父权制文化

英国诗人、
小说家及园艺家，
也是伍尔夫传说中的

下的典型男权人物。他无法追求真正的自我，
也

女友，
因为身为女人而不能继承祖上的房子。伍

未能领略生死，
只是在鼓荡着激情和爱欲的少年

尔夫因为亲密女友的突然离去而倍感孤独，凭着

时期寻找片刻的宁静、
追寻堙没世间的自我。

女性特有的直觉和机敏，她将这千愁万绪的思念

真正的人生展开，
一定是从思考死亡开始的。

化作无尽缥缈的遐想，在以维塔的浪漫个人经历

觐见女王让奥兰多第一次感受到再华贵的服饰、

为蓝本的基础上，轻松愉快地一气呵成这被誉为

再珍贵的珠宝也遮掩不住死亡的气息。当奥兰多

“文学史上最长、
最迷人的情书”的小说（ Glendn-

被女王紧紧抱在怀里，
第一次感受到死神的威胁，

ning 1983： 181 － 203） 。情书中溢满伍尔夫对于美

感受到一位时日无多的女性的垂死挣扎。苍老枯

满人生和完美人格即雌雄同体的希冀，
更重要的是

竭的伊丽莎白女王伸出枯骨般的手指赐予他土地

—
—这个令
抒写出伍尔夫自己对于生与死的冥想—

和宅 邸，殷 切 地 希 望 他“勿 褪 色，勿 憔 悴，勿 衰

她矛盾、
惶惑甚至折磨她一生的主题。

老”，
希望他成为自己老年时的儿子、
体衰时的拐

死亡在最广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命现象，
根据

杖、
生命危浅时可依靠的大橡树 （ 伍尔夫 2003：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
死所意指的不是存在

9） 。希望她的生命能在奥兰多的身上延续下去，

到头，
而是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 海德格

她的自我能够由奥兰多继续实现，
直到奥兰多与

尔 1987： 31） 。意为： “人在活着时就在领会着死，

年轻侍女的吻结束了女王的宠幸。

就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他将如何对待自己的
”（ 海德
死亡。这便是此在的趋向其终了的存在。
格尔 2006： 82） 死是一种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
去存在的方式。刚一降生，
人就立刻老的足以去

3

死亡的“爱情”

接着，
英伦诸 岛 经 历 了 史 上 最 严 重 的 霜 冻。
奥兰多也遭遇他所以为的“爱情”。霜冻带来的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向着死亡的存在，
从
死。因此，

冰冻的平民尸体，
更预示这
不仅仅是万物的死亡，

诞生之日就注定步步走向死亡，
人的生就是向着

段伪爱情的结局。奥兰多被这位名叫萨莎的不辨

死的生，
人只有彻底领悟死的意义，
才能真正领悟

散发着特殊魅力的俄国公主迷住，
然而即便
性别、

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只有敢于直面死亡，

是在奥兰多追求这位公主的过程中死亡的感悟也

才能承担起此在的生命，
在有限的生的过程中创造

未离他而去，
哪怕是在两人最欢愉的时刻，
他口中

生命的壮美与高贵。死亡渗透于整个生命中，
迫使

呢喃的也是死亡和万物之归宿。当死亡的霜冻让

个体回归自我，
更加关注自己的理想自我，
由此表

一切生命的活力消失殆尽，
人们唯一的娱乐也是

现出个体的责任感与奋斗精神。此书中奥兰多对

充满死亡意味的木偶戏，
这一切似乎都在警示他

人生的追求也即是参透死亡、
领悟生存意义、
直面

毁灭与死亡笼罩着一切，
人生的归宿是坟墓，
人终

逐步追寻自我、
实现自我的过程。
死亡、

将被蠕虫吞噬，
最终萨莎没有出现在等待与之私
奔的奥兰多的面前。奥兰多生平的第一次爱情就

2

死亡初体验

如此逝去。

少年奥兰多虽然对死亡有着异常的迷恋，
着

幻化的死亡

迷于各种死亡的意向，
如秃鼻鸦之类，
但死亡对于

4

正值年少的他来说还是个模糊而遥远的概念，
祖

当死亡进入艺术文本中时带 有 某 种 非 真 实

屋中异教徒的枯骨不能激起他对死亡的任何恐

性，
因为死亡的意象是在现实死亡基础上的超越

惧，
只不过是他练习剑术的工具。他秉承征战沙

（ 颜翔林 2008： 295） 。它可以不遵守现实死亡的

场的祖先们对生命的蔑视，
渴望着同样能够在他

种种规定性，
作家可以借由想象来改变时间的唯

人的枯骨上建立自己伟大的功勋。

一性和不可逆性，
使主要人物通过重生、
轮回在人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往往会借一些生物的生命

格上变的更加完美。因此，
与伍尔夫在其他作品

永恒来隐喻人类对死亡的抵抗和拒斥，
借生物或

中着重表现的死亡的不可抗拒的毁灭性不同，
在

某物象的永恒来象征人类生命的永恒存在。因

此书中她将死亡和重生自然联系起来，
创造出独

此，
同样经历过 400 年风雨的大橡树在此书中担

特的“幻化的死亡”。奥兰多在此书中的两次幻化

负双重的象征意义，
既是奥兰多自我的象征，
又是

的死亡每次都是一次重生的涅槃，
幻化的死亡带

生命永恒的象征。所以小说中不断出现对大橡树

给他的是日臻完美的人格，
是领悟生命真谛之路

的描写，
少年期的奥兰多尽管也热爱自然和诗歌，

上的一个大踏步。当毁灭一切的大霜冻终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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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的雨水融释，带来冲刷一切的大雨和洪流。

生育、
死亡似乎成为女性注定的命运。她不由
情、

奥兰多的伪爱情也随着这狂暴的激流消失的无影

自主地在纸上写出：

无踪。在此，
生命的洪流带来奥兰多第一次长达

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环

7 天的幻死。在第七天苏醒后，他游荡在葬有整

连接生活疲惫不堪的锁链，

重新思考死亡与腐朽，
整 10 代人棺椁的地窖里，

但我说过的神圣之言

并决定提笔开始创作《大橡树》。虽然心中向往

啊，
不会说得徒劳枉然！

大橡树下诗歌创作的极乐土，
但此时的奥兰多依

年轻的女子，
满眼晶莹的泪花

—
—名叫抱负的泼妇、
然被生活的虚无纠缠—
名叫

独自徘徊在月光下，

诗歌的女巫和名叫名望的淫妇携手跳进奥兰多的

那泪水为远离的恋人挥洒

心的舞场。满身铜臭的伪作家尼古拉斯·格林也

那泪水为远离的恋人挥洒

成为那时奥兰多的座上客。直到格林就奥兰多写

—
—
喃喃低语—

的讽刺诗让其被永远的驱逐出去再不能进奥兰多

她的变化如此巨大，
那朵柔嫩的康乃馨红云

的庄园。奥兰多发誓再也不见任何人，
重新开始

仿佛黄昏
当年曾覆盖她的双颊，

追寻生命和自我的旅程。他重新投入到大橡树的

闪烁玫瑰色的光彩，
依偎天穹，

怀抱，
在大橡树下长时间地陷入对爱情、
名望和真

如今已苍白失色，
偶然现出

将目光落
理的思考。他抛却这世间的种种虚无，

燃烧的鲜艳红晕，
像火把照亮孤坟。

在峡谷中那座属于他的大宅。他虽不再希冀着能

（ 伍尔夫 2003： 137 － 138）

如自己的祖先一般通过杀戮来建立功勋，
却依然

奥兰多借由此段诗质疑生命的短暂和时光易

希望能如同他们一般在死后为后人留下一些遗

逝以及死亡的意义，
然而这些对生命与死亡意义

产。他花费数千英镑将大宅如愿以偿地装饰一

的追问无人回答。她审视着自己赤裸裸的无名

新。但每当奥兰多紧闭房门，提起笔想要为《大

指，
被其带来的刺痛和抽搐而折磨，最终屈从于

橡树》添上几句的时候，他总是写多少就会又划

19 世纪的时代精神。她顺从地穿上 19 世纪为女

掉多少。因为为后人留下宅邸、
财产远远不是生

性设计的圈环衬裙，
意味着从此再也不能轻快地

命与生存的意义所在。

跑上高坡，
扑倒在大橡树下，
也意味时代精神对女

金碧辉煌且装饰一新的大宅吸引人的不仅是

性自我的扼杀。奥兰多闷闷不乐的独自去散步，

高朋满座，
同时也吸引来那位死死追求的甚至不

但却正是空中那带有死亡意象的秃鼻鸦指引她来

惜乔装成女性的罗马尼亚大公。为了躲避他，
奥

到象征生命之源的沼泽边。她快乐地奔跑起来，

兰多请求查理王委任他为驻君士坦丁堡特名犬大

直至跌断脚踝躺倒在地。她终于在大自然中找到

使。如此奥兰多在土耳其经历了第二次幻死。在

生命的意义，
并宣称自己是大自然的新娘，
直至长

贞操、
谦恭 3 女
昏睡不醒的梦中奥兰多赶走纯洁、

眠于大自然的怀抱。伍尔夫在此表达这样一个观

也宣告伍尔夫对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立的道德
神，

死亡是无法超越的、
人必须直面死亡这
点： 既然，

标准（ 纯洁、贞操、谦恭） 的不屑和摒弃。最终奥

一生命的必经阶段； 由死反观生，
既然，
人是自然

兰多在真理的呼唤中醒来，
完成她的第二次涅槃。

的一部分，
死亡亦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就必须

他作为一名融合两性优点的女性获得重生，
也宣

回归本真的自我，
找回失落的自我。于是，
在大自

—
—思想上的雌雄同体。奥
布她完美人格的实现—

然中，
奥兰多邂逅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

兰多返回英国，
在庄园的小教堂里，
伍尔夫借奥兰

丁并与他成婚。她称丈夫为“邦斯洛普”意味“我

多之口对基督教宣扬的死后的极乐世界提出异

们每天死过一遍”。至此，她承认死亡乃是生命

议。她笃信文学的作用远远胜过任何传教士。于

的一部分，
数月之后她也成功孕育出一位男嗣，
顺

是，
她呢喃道： “我长大了”。祖先的枯骨对她已

应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
表达对大自然的敬意。

不再有神圣的意义，
她听从自我的呼唤又回归到

法国哲学家帕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提

对于文学的追求上，
又一次提起笔开始《大橡树》

出有关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划分。他否定物理

的写作。

学的时间概念，
把时间区分为“空间时间”和“心
理时间”。前者是人们常识所公认的时间观念，

5

感悟死亡

用空间的固定概念来说明，
将它看作各个时刻依

19 世纪的大雾笼罩整个英国，
作为女性的奥

次延伸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后者用“意识

兰多也因为 19 世纪的时代精神而感到迷茫。爱

的绵延”来解释，
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的、
表现强

125

2019 年

李萌

弋睿仙

雌雄同体背后的死亡

第1 期

度的质量概念。他认为“心理时间”才是“纯粹的

没有死，
就没有爱和激情； 没有死，
就没有
的一环，

时间、
真 正 的 时 间”，当 我 们 越 是 进 入 意 识 的 深

生的意义。生的意义最终要由死来赋予。人生的

“空 间 时 间 ”的 概 念 就 越 不 适 用。 （ 柏 格 森
处，

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死亡问题则无法解决，
只

2005： 66） 在伍尔夫的这部小说中，
我们也找到同

能去超越。所谓超越当然并非指人肉体上永恒不

样的阐释： 借由奥兰多与俄国公主萨莎的在百货

朽、
长生不死，
而是当人们坦然接受死亡、
直面死

商店的偶遇后的感慨，
伍尔夫提出人生真正长度

亡、
才能够洞悉生命的真谛，才能获得自我的实

—
—有人虽生犹死，
有人虽然活着却如
这一命题—

才能超越死亡，
获得精神上的永生。在最后一
现，

同没有出生，
而奥兰多自称 36 岁却经历百年。生

1941 年 3 月 28 日，
次癔症的折磨下，
伍尔夫把她的

命的意义取决于生命的宽度而不是长度，
也就是

帽子和手杖留在乌斯河畔，
在衣袋中装满石块，
投

所谓的“人 生 时 光 与 物 理 时 间 不 等 式”的 原 理。

河自尽。虽然她的肉体消解了，
而她的生命却在她

生活的意义化、
生活内涵的丰富性可以延长我们

实现了自我的价
为后人留下的作品中得以延续，

人生的物理时间。她终于明白追寻从孩童时期就

值，
超越死亡，
获得精神生命的永生与不朽。

萦绕在她梦中的那只野鹅就是她存在的意义，
而
那只野鹅就是她经历 400 年的岁月感悟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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