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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riages between Zones Three, Four and Five is the second novel of Doris Lessing’s series
CANOPUS IN ARGOS: ARCHIVES. In this novel, Lessing applies diverse narrative methods and appropriate narrative rhythm, guiding the readers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risi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Provider’s Order, in which process the readers witness the ideological progression
of the zones from stagnation to fluidity. And it reveals Lessing’s concern about human civilization: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at interrelates and affects each
other, and the advance of the world requires that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dopt an open-minded
and inclusive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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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四五区间的联姻》是多丽丝·莱辛太空五部曲《南船星座的老人星：档案记载》中的第二部。在这
部小说中，作者灵活巧妙地使用倒叙的叙事方式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等叙事手段，使小说情节主次分
明，引导读者探索危机根源和谕令的目的，见证各区间从意识封闭停滞到开放流动的意识进化之旅，并
以此揭示莱辛对人类文明的思考：世界各国文明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
的进步需要各国家、各地区间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态度，相互促进，互动发展，共同推进世界文
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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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因其广泛丰富的主题和灵活多变的叙事方式荣获 2007 年诺贝尔文学
奖。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苏菲主义到神秘主义，贯穿其作品始终的根本主题是“个体与
集体、身份与角色、文明与自然的关系”[1] (P11)。《三四五区间的联姻》(以下简称《联姻》)作为其太
空系列小说《南船星座的老人星》中的第二部作品，主要讲述宇宙中第三区间的女王爱丽·伊斯，受供
养者之命，下嫁四区国王本恩·阿塔的故事。很显然，每个区间都代表一个国家，有着各自的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和文明程度。三区是没有阶级、万物通灵、一派祥和的乌托邦国家，而四区则是贫困落后、等
级分明、一切以战争为核心的人间地狱。经过一系列碰撞、融合，两人从相互憎恶、鄙视到相互了解、
学习、爱慕，进而促进两区从封闭僵化走向动态和谐，甚至推动其他区间文明的共同进步。Jayne Glover
认为《联姻》更像一则寓言故事，而不是太空小说，他指出莱辛试图通过这部小说来探寻促进各区之间
的平衡与和谐的方式[2] (PP119-130)。
国内外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对殖民主题、女性主义、苏菲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
探讨。虽有涉及叙事视角和叙事策略的分析，但并不全面，本文将运用叙事时间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进
一步解读，试图分析莱辛如何行针步线，运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疏密相间、强弱分明的叙事节奏，来揭
示其对现代文明发展道路以及未来文明走向的思考。

2. 叙事方式
在叙事文本中，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话语时间或文本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所述事件发生
所需的实际时间”，叙述时间指“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3] (P112)。在叙述过程中，故事时间与叙述时
间顺序不平行时，就会出现时序的错置现象，例如倒叙和预叙。倒叙，即“回头叙述先前发生的事情”
[4] (P65)，一般涉及回忆和追叙，现时叙述遗漏或无法顾及但又不得不说明的事情。倒叙打乱了线性的叙
事时间，充分调动读者的能动性，使读者猜测隐藏在这些叙事技巧下的作者意图。
小说“叙述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的一个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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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在《联姻》中，莱辛一反传统的单一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采用作为三区历史编撰者的“我”—
—勒西克的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旁观视角，由于科幻小说的特殊设定，并赋予了他全知全能的感知能力，
回顾性地倒叙爱丽·伊斯作为三四区女王时的事迹。
小说一开篇就告知供养者颁布了一条新的谕令——三区女王与四区国王联姻，导致各区间谣言四起，
并交代各区间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出现了同样的亡国危机：人类和牲畜情绪低落，失去交配和生存欲望，
“失去了原先的繁殖能力”[6] (P117)1，出生率下降；植物王国也开始萎靡不振，“边疆地区已经荒无人
烟”(P56)。但谁也不知道危机的根源，供养者的一旨谕令更是设足了悬念，引发读者兴趣和思考。随着
联姻的进行，沟通的深入，爱丽·伊斯了解四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自知，且“这两个地区无
法联合起来，他们生性充满敌意”(P3)。最后，在与本恩·阿塔及四区妇女——一群受极度男权社会压
迫，但始终向往三区自由、平等、富足生活的“反叛者”的深入沟通中，爱丽·伊斯领悟到供养者联姻
谕令的目的，即与四区一起找到危机的根源并解决危机。本恩·阿塔在与爱丽·伊斯的不断交流中，渐
渐学会了思考，认识到四区的贫穷，开始追根溯源分析导致国家现状的原因，反思自己，思考为何而战
和没有战争的军队存在的理由，并在联姻结束后解散了四区大部分的军队，解除了禁止抬头看三区的禁
令，带领国家逐渐走向自由和繁荣。三四区的联姻打通了两区沟通交往的桥梁，同样，四区国王和五区
女王的联姻亦会起到同样的积极影响。“毕竟，爱丽·伊斯的经历教育了我们所有人，即在一个区发生
的事情会影响其他区，尽管我们认为自己是不怀好意的，或是无视所有发生在我们境外的事情”(P200)。
爱丽·伊斯不仅教育了三四区的民众，各区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更教育了读者，当今
世界的各个国家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一意孤行，只有接受文化多样性，
兼容并包，一起面对危机，各个国家之间才能和谐共存，和平发展，共同进步。
在联姻过程中，爱丽·伊斯不仅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还遭到三区民众的谴责和厌恶，最后几
乎被三区民众所遗忘，落得被三区驱逐的境地。“记录下这个片段的动机之一，是我想在人们心中，重
新唤起对爱丽·伊斯的记忆，让她在我们的历史中重新回到她应该享有的位置”(P201)，而且当爱丽·伊
斯尝试进入二区时，为避悠悠之口，“我”为其正名“她没有背弃她的国家”(P314)。此时，叙述者的
目的不言而喻，“我”在反思着这一切，认识到三区民众的褊狭、自满和停滞不前，爱丽·伊斯的痛苦、
牺牲和她对各区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做出的偌大的贡献，“我”不愿爱丽·伊斯带着冤屈被民众遗
忘，叙述这个故事是为了给爱丽·伊斯正名，给予她应享的历史地位。正是爱丽·伊斯包容的态度和博
爱的胸襟，影响了本恩·阿塔思维的转变，最后互动促进各区间从封闭、敌对和思想僵化的状态，到互
相学习、频繁走动、自由交往、思想开放的文明世界。
在小说中，“有讲述者、故事、情节、读者、目的组成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在大多数叙事中至少是
双重的：首先是叙述者向他的读者讲述故事，然后是作者向作者的读者讲述的叙述者的讲述”[5] (P14)。
在第二重的结构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关于了三区历史记录者勒西克的故事。在这重故事里，勒西克也
经过了一系列的蜕变，从开始叙述者放弃外视角，采用当初正在体验事件时的眼光来聚焦，与三区民众
一起谈论谕令的目的和联姻的方式，并谴责爱丽·伊斯的消极情绪和她以哀悼者的姿态傲慢地迎接来自
四区的士兵的态度；到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她，并表示不理解爱丽·伊斯的忧虑和变化；到最后同情怜
悯她，并站出来为她正名，给予她应当享有的历史地位。读者看到了叙事者勒西克自身的反思以及其思
维的转变，更加直接实质地引发读者对自身以及当今世界文明的启迪：世界各国民族需要不断反思自身，
采取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态度来对待其它民族的文化，接受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文明
的进步。
1

本文中的小说引用均来自俞婷翻译的多丽丝·莱辛的《三四五区间的联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后面仅注明页码，
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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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叙事节奏
时距涉及“读出叙事所花费时间与故事事件本身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7] (P52)。当故事时间与叙述
时间时距不一致时，就会出现概述、场景、省略、延缓(拉伸)和停顿五种现象。在小说叙事中，场景与概
述经常交替出现，使行文详略得当、主次分明，增强叙事节奏感和运动感，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联姻》
的故事时间跨度为八年左右，主要分为两部分，联姻期间和联姻结束后。前半部分的故事时间持续一年
半左右，但占全文的篇幅多达 3/4，叙事节奏较慢；后半部分的六年半左右时间却仅占总篇幅的 1/4，叙
事节奏明显加快，借此叙事者的叙事重点便得以彰显。
场景广泛运用于人物动作、对话和人物意识活动。《联姻》中人物对话和人物意识活动尤为突出，
通过这些细致的场景描写，读者可以深入人物内心，感受本恩·阿塔和爱丽·伊斯意识的交流和思维的转
变。女王下嫁的那天，“爱丽·伊斯穿上了藏青色丧服”(P6)，优雅地独自走下白色台阶，摇散发辫，
围上黑色面纱，以哀悼者的姿态赴婚。在缓慢流动的叙事时间里，读者对爱丽·伊斯的言行及心理有了
更为直观的感受。她对联姻的反叛、愤恨和悲痛不言自明。随后当爱丽·伊斯和本恩·阿塔初次见面，
叙述者运用言行和意识活动不遗余力地展现二者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天壤之别，甚至着意描写
本恩·阿塔强暴爱丽·伊斯的场景，来表现两者关系极度紧张的状态，他“大步流星地走到她面前，一
把拎起她，把她扔到榻上。他以一种霸道的方式用手捂住她的嘴巴，掀起她的长袍”(P45)。而就在他俩
首次相拥而眠后的凌晨，“他醒了，立刻警觉起来”(P47)。随后叙述者花了三页多的篇幅来细描他警觉
的一两分钟，用大量的文字来记录瞬间流逝的意识，使读者不自觉地加快阅读速度，紧跟本恩·阿塔快
速运转的思想，并随其一起产生紧张情绪。骄傲的他觉得爱丽在某个暗处嘲笑他，敌视他。如此细致的
意识活动刻画出了本恩·阿塔对爱丽·伊斯与生俱来的敌意，引发读者对如此水火不容的二人如何继续
联姻、能否理解供养者的深意和发现危机的根源的兴趣，为后续情节的展开设置悬念。
然而，即使爱丽·伊斯、本恩·阿塔和三四五区是处于如此敌对和紧张的状态，最后他们变得“亲
密无间”，“他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消失殆尽，他们和解了”(P258)；同时，各区之间打破了敌对状态，
“各区之间的走动很频繁了，从五区到四区，四区到三区，还有三区到二区。本来停滞闭塞的地方现在
变得气氛轻松，充满了生机”，“边境也关闭了”(P340)。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禁让读者感叹作者高
明的叙事技巧，前期运用大量的场景描写来展现三区与四区差异和敌对的紧张关系，而即便如此，通过
转变思维，双方采取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包容态度，就有可能扭转局势，互利共赢，共同推进各区文
明的进步，体现了莱辛“接受差异追求和谐共存”，“追求有差异的和多元文化的社会”[8] (P3)。同时，
作者无形之中也引发了读者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深思，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文化迥异，若互相排挤、敌视，
只会陷入如三四五区一样的封闭僵化状态，只有转变态度，包容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开放
思想，互相学习，才能共同促进国家甚至世界文明的进步。
场景拉长故事时间，停顿指故事时间暂停，叙述充分展开，换句话说，叙述不与任何故事时间对应，
可表现为叙述者的干预性叙述，即叙述者丢下故事进程，自己站出来，或侈谈写作过程，或抽象议论，
来引导读者的意识走向甚至是价值走向。在《联姻》中，叙述者“我”经常暂时放弃第一人称叙述中见
证人的旁观视角，而采用从自己目前的角度来观察或评判往事的回顾性视角，或评论人物事件，或改变
叙事走向。《联姻》虽然是通过第一人称见证人的旁观外视角讲述，但作者赋予叙述者全知全能的感知
能力，通过全知视角模式透视故事中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而全知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相对较
小，其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最为接近，被韦恩·布斯直接称为“小说中作者的声音”[9] (P188)。《联姻》
中不乏一些精彩的叙述独白，叙述者突然打断故事时间，站在现在的思维立场，评论当时的事件、人物
或状况，引导读者的价值观念，进而表明文本叙述的目的和小说的主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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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很神秘，让我无法理解：如果没有“他物”——甚至包括邪恶——的刺激，没有健康、卫生、理智的阴
暗面的可怕力量，一切都是空的。告诉你，关于善良——那些常规的、得体的被我们称之为善良的东西——如果没
有这些从阴暗面源源不断倾泻而出的隐秘能量，那也就无所谓善良了。这些隐匿的阴暗面蕴含其中，起着调和作用
(P276)。

这段关于三区所谓的善良和四区的黑暗的评论，直接道出了叙述者甚至是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三
区以自我为中心自诩的善良、高尚是相对于四区而言的，是在与四区的邪恶和野蛮的对比和衬托下，才
有了三区所谓的善良纯洁。但通过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世界是不稳定、不和谐的，随之，叙述者又通过
一段叙述评论解构二元对立，消解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然而有一点我们确信，那就是在那些高处也有黑暗面，其黑暗与可怕可能超出我们这些生活在低区、经历有限
的人的想象。有高就有低，这样才相配，甚至高要靠低来烘托(P276)。

相比于二区甚至更高的区域而言，三区或许是卑鄙、堕落和邪恶的，而二区也有黑暗面，所有的善
与恶、高与低均是相对而言。简而言之，世界本无中心可言。David Waterman 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到，他
认为莱辛通过空间批判，试图改变我们当下的思维模式，打破固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10] (P1-19)。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一直处于动荡不安、战火不断的状态之中，从一战、二战、美苏冷战到如今的全球
霸权主义政策，究其本质，均与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相关。如二战中希特勒秉持的种族优越论而对犹太
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美苏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苏联瓦解后美国成为全球独霸，
实行全球霸权政策，导致局部地区战火不断。通过这段叙述干预，叙述者高明地将其价值导向传递给读
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只会造成各国家、地区间彼此的敌意和歧视，导致思维的封闭和意识的禁锢，
阻碍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只有消解中心，放下偏见，转变思维，才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共同
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
通过对叙事节奏的控制，看似平澹无奇、淡而无味的文字下，实则隐藏着作者精雕细刻、匠心独运
的叙事技巧和叙事目的。作者时而工笔细描，将场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延长叙事时间，让读
者细细体会其背后地深意，见微知著；时而中断叙述，大发议论，传递隐含作者价值取向，同时引导读
者价值走向，揭示小说主题；又时而省略，加快叙事节奏，避免乏味冗长，同时留以想象的空间，达到
推动情节发展的效果。在《联姻》中，莱辛通过灵活控制强弱分明的叙事节奏，揭示其对当代世界文明
的思考。

4. 结语
对人类文明的思索一直是莱辛创作的关注点，即使是把背景架空在遥远的外太空的《联姻》也不例
外。在《联姻》中，莱辛通过她的代言人，勒西克，利用灵活的叙事方式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通过
三四五区的文明发展轨迹告诫读者：像蝴蝶效应一样，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
体”，非此即彼的固化思维只会阻碍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并希冀转变人们的思维模式，为现代文
明甚至是未来文明指明道路：只有放下偏见，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采取思想自由、兼
容并包的态度，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才能维持世界的长久和平，共同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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