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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社会上虽有重责任之风 ,却也不乏虚伪的责任话语 。乔治·艾略特将责任视为挽救社

会分裂的力量 ,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极有代表性的思想 。对责任观念的思考贯穿在她的

小说之中 ,通常还会卷入小说的中心冲突中 ,体现在人物的内心挣扎和选择上;她对 “邻

人 ”、“家 ”、“社会 ”、“情感”等概念的认识也体现了她的责任观;她在作品中很少 “谈”责任 ,

却通过人物和情节对责任观念进行阐释 ,与当时流行的责任话语形成了对照 ,这与她个人的

信仰历程以及对作家责任的认识不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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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责任”(duty)在英国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 ,到 19世纪时更为突出。莱昂内尔 ·特里

林在谈论简 ·奥斯丁时说 ,责任是 19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观念 ,但他也认为 ,那时侯

的英国人 “说 ”起责任来都饱含情感 , “写 ”起责任来却拘囿于家庭这个小圈子 ,带着一丝枯



燥与沉闷。
①
其实 ,即便不算上被他赞为 “颂扬责任的桂冠诗人 ”(Trilling217)的华兹华斯 ,

也还有狄更斯等小说家把 “责任 ”写得有声有色 。不过 ,把责任看作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观

念 ,并在写作中反复阐述这一观念的 ,还得说是乔治 ·艾略特 。她笔下的责任并不只囿于特

里林所说的 “小圈子” ,也很少让人感到枯燥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责任通常会卷入到小

说的中心冲突之中。透过这些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责任观念在维系社会方面的作用。

伴随着 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英国逐渐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出

现的社会解体之势令当时的许多文人颇为担忧 。早在 1829年 ,托马斯 ·卡莱尔就说过:“现

在的社会 ,一言以敝之 ,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Carlyle, “SignsoftheTimes”225)。卡莱尔

所忧重在人的 “心 ”和 “脑”,是社会的情感和精神层面 。 “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这种一

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 ”(恩格斯 59)。这是恩格斯在 1840年代所描述的大

城市状况。其实 ,不只城市 ,乡村中共同体性质的生活也已经在消弭。乔治 ·艾略特笔下一

位乡村牧师就曾感叹 “世人缺少友爱之情 ,相互之间也没有责任感” (Eliot, TheMillonthe

Floss625)。艾略特少时长于乡村 ,后寓居伦敦 ,创作小说时已是 19世纪中期 ,对社会凝聚

力的减弱有着深刻的感受 。如何维系社会 ,也是她的小说所探讨的主题之一 。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磨坊主一家败落后 ,门可罗雀 。这种世态炎凉之象 ,显然不只

工业化时代才有 ,但叙述者的反应却格外强烈 ,称之为 “基督教文明社会中生出的一种沉闷

的隔绝 ” (Eliot, TheMillontheFloss372)。本杰明 ·迪斯累里在谈到这种冷漠隔绝时也

说:“基督教教育我们要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 ,但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邻人可言 ”(Disraeli

65)。卡莱尔更是直言不讳地说 “这是最极端的孤立与隔绝 ” (Carlyle, PastandPresent

141)。他形象地指出 ,此时的 “社会”(Society)已不再是同一个屋檐下的 “家”(Home),只不

过是个 “寄宿之所 ”(Lodging-house)(Carlyle, PastandPresent141)。社会中的孤独感使维

多利亚人更加在意 “家 ”的感觉;对于家庭生活并不十分甜蜜的人来说 ,想象着和睦亲善的

“家”更是一种心理慰籍。难怪《米德尔马契》中的费瑟斯通用金钱将亲友玩弄于掌股之上 ,

并无亲情眷顾 ,却每每要外甥女为他唱他最爱听的 《家 ,甜蜜的家 》(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歌

曲 ———引者注)。
②
乔治 ·艾略特 、狄更斯 、卡莱尔 、约翰 ·罗斯金等一代作家抨击社会上的

隔绝与冷漠现象 ,或许与他们的家庭生活不无关系 ,但更多的关切却是针对社会现实而生 。

《米德尔马契 》中营造 “网”状世界 ,固然象征社会关系之复杂 ,人生理想之羁绊 ,但更特

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 。这种关联蕴含着一种责任感 ,如巴巴拉 ·哈代所说 ,艾略特

在小说中始终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责任 ,以替代弱化了的基督教伦理(qtd.inPol-

lard188)。如果说新到米德尔马契的利德盖特满眼都是貌美的罗莎蒙德 ,并不在意多萝西

娅 ·布鲁克 ,那是因为他还没发现他与多萝西娅之间的关联。叙述者点拨道:“但是任何

人 ,只要密切地观察人们的命运如何在冥冥之中交叉在一起 ,就会看到 ,一个生命是如何慢

慢地影响到另一个生命的 。如果我们对并不相识的邻人漠不关心或冷眼旁观 ,这就是一个

精心策划的对我们的嘲弄 。命运女神正把我们这些剧中人捏在手里 , 冷笑着呢 ”(Eliot,

Middlemarch122)。这里的 “邻人 ”(neighbour)是泛指他人 ,如前引迪斯累里之语一样 ,在 19

世纪英语中本就暗示着人与人之间的责任
③
。 “邻人”的这种含义受基督教 《圣经 》影响较

大 , “爱邻人如同自己”(《新约·路加福音》10:27)就是一条醒目的训诫 。 《米德尔马契 》中

的费厄布拉泽牧师曾提到教过玛丽教义问答
④
,而在当时英国国教的教义问答中 ,就有 “我

对邻人的责任”。艾略特在小说中不时嘲讽 “旁观者 ”,也正缘于他们对 “邻人 ”漠不关心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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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维多利亚人说到 “邻人”,责任意味甚浓 ,这从 19世纪末对维多利亚

风尚的逆反情绪中也可见一斑 。奥斯卡·王尔德抱怨说 ,那个时代好喋喋不休地谈论应该

对邻人尽什么责任(qtd.inEllmann386)。但应注意 ,王尔德的自我实现主张并没有 、也不

可能排除对邻人之责 ,
⑤
他所针砭的乃是已经沦为教条的说教。其实 ,早在该世纪中叶 ,约

翰 ·穆勒就在《论自由 》中讲到 ,爱邻如己等信条已经丧失活力 ,人们敬而远之 ,没有了情感

上的共鸣(Mill48-49)。艾略特也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 ,才强调个人要感知自己的责

任 。但对责任的感知通常并非易事 ,如《米德尔马契 》的叙述者所说 , “我们最敏锐的人在生

活中也往往是麻木不仁的 ”, “如果我们对所有普通人的生活都能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受 ,那

就会像听到草叶生长 ,松鼠心跳一般 ” (Eliot, Middlemarch226)。由是 ,启发读者去感知责

任 ,便成了作家的责任 。

艾略特的 “网 ”也受社会有机论影响。这种新兴思潮将社会看成是个体相互依存的有

机体 ,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艾略特认为 ,社会就是 “我们的生命所组成的这个

活生生的有机体 ”(Eliot, EssaysandLeavesfromaNote-Book261)。在她看来 ,责任观念 “之

于道德生命 ,就如强大的中枢神经之于动物生命”(Eliot, ScenesofClericalLife320);而社会

成员对责任的觉识 ,则会形成一种维系社会的力量 。她在 “学院的早餐会 ”一诗中写道:“在

人们以上帝 、责任 、爱情 、恭顺和友爱 /为生活准则之前 , /要先把它们置于人们心中 ,就如

音乐那样 (Eliot, PoemsofGeorgeEliot243)。”

她视此为己任 ,并说 ,她之所以还有勇气写作 ,就是要读者重新认识到 “那些将人们团

结在一起 ,并赋予生命以更高价值的最根本的观念 ”(Haight, TheGeorgeEliotLettersIV:

472)。因而不难想见 ,她对责任的探寻和界定便时常从社会维系的角度入手 。这样一种责

任观念的内涵 ,她曾在小说中间接地表露过:“显然不属个人的欲望范畴 ,它包括我们自己

的隐忍克制 ,以及积极地去爱那并不属于我们的一切”(Eliot, TheMillontheFloss386)。她

的小说中不乏具有责任感的人物 ,但更令人难忘的 ,还是在矛盾和痛苦中选择责任的那些人

物 ,他们的选择中蕴含着作者对社会维系的思考。

二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所探讨的一大主题 ,如其叙述者所说 ,便是 “激情与责任”的关系

(Eliot, TheMillontheFloss627)。小说的法语译者甚至建议 ,法译本就定名为 《爱情与责

任 》(AmouretDevoir)(Haight, TheGeorgeEliotLettersIV:69)。情感与责任的并立在 19世

纪小说中并不罕见 , 《理智与情感 》中的玛丽安娜就曾认识到:“每当回首往事 ,总能发现我

对责任的疏忽和情感的放纵 ”(Austen, SenseandSensibility300)。但麦琪在情感与责任之

间的选择却被作者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意义。青年时代的麦琪有一段时间在情感上陷入空

虚 ,最疼爱她的父亲重病后无力再顾怜她 ,最爱慕她的菲利浦也被她哥哥拒之门外。表妹露

西的准未婚夫斯蒂芬恰在此时向她示爱 ,情感的旋涡让她难以自拔 ,但她最终还是不愿因此

而伤害露西 ,便用责任抑制了情感 ,离开了斯蒂芬。这种克己利他的行为必然很痛苦 ,却有

助于纠正世风 ,就如小说中的一位牧师所言:“如今 ,一切事情都趋向于人际关系的松弛 ,趋

于放纵情感而不再恪守责任”(Eliot, TheMillontheFloss624-625)。爱情与责任的主题

在艾略特此后的作品中多次出现(Ashton43),只是责任有了新的形式 。

1871年 1月 ,艾略特在写《米德尔马契 》第一部《布鲁克小姐 》期间 ,给好友回信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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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位妻子使酒鬼丈夫悔过自新的事 。信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后来的情节发展不无关系:

出于对善的想象而去爱某个人 ,即使爱错了 ,也不失为最好的天性;而发现自己错

了之后 ,仍然继续去爱 ,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 ,婚后生活的忠贞不渝和这个全然不同 。

我曾见过一位女性 ,有着伟大的英雄气概 ,她对婚姻中的责任有着自己的看法 ,并从这

些看法出发 ,宽恕了一切 ,一次又一次地把烂醉如泥的丈夫领回家 ,悉心照料 ,使他最终

忏悔己过 ,重新做人。他们现在(至少我上次听说时)在威尔士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即

便这种容忍 ,人们也只是考虑它的最终结局是好是坏 ,却不考虑激发了这种容忍的天性

所具有的美。这与那种动物性的嫁鸡随鸡截然不同 。这是责任 , 是人类的同情 。

(Haight, TheGeorgeEliotLettersV:132-133)

由 “忠贞 ”而生的 “容忍 ”和 “责任 ”具有救赎力量 。在 《米德尔马契》中 ,银行家布尔斯特罗

德早年发迹的丑行曝光后 ,妻子并没有在舆论压力下离他而去 ,而是选择和他一起承担耻

辱 ,默默地尽着责任。叙述者说 ,在 “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眼里 ,这可能是愚蠢的行为 ,但这

种 “忠贞的品性”却是在挽救一个 “被抛弃者的灵魂的没落 ” (Eliot, Middlemarch807)。

多萝西娅·布鲁克对责任的认识 ,最终也落脚在 “援救 ”他人上 ,但她的经历却是一波

三折。起初 ,她的责任观因其婚姻观而带上了虚幻的成分 ,她认为 “结婚就是要承担更高的

责任”,她 “比许多女孩子幸运 ,因为她是把她的婚姻主要看作新责任的开始 ”,而这项 “伟大

而明确的责任”,就是嫁给卡苏朋教士 ,助其完成大作(Eliot, Middlemarch64, 224, 67)。当

这一理想破灭后 ,她又开始从情感上寻觅责任:“她对婚后生活的责任 ,以前曾设想得那么

伟大……那种能积极发挥妻子作用的日子 ,那种既能协助丈夫 ,又能提高自己生活意义的日

子 ,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也许永远不会实现 ,不会像她原来想象的那样了 ,但它还是会以

另一种方式到来 。在经过庄严宣誓之后建立的这种共同生活中 ,责任将以新的形式出现 ,给

人带来新的启示 ,也赋予妻子的爱以新的含义”(Eliot, Middlemarch307)。她发现 ,责任的

这种新形式就是隐忍和温情 。当然 ,也是苦涩的 。这是小说中的一个讽刺。多萝西娅双亲

早逝 ,却幸得伯父顾怜 ,这位伯父不但饶有家资 ,且未曾娶妻生子 。这对多萝西娅来说也算

不幸中的幸事了 。责任本是不求自在的本分之事 ,而多萝西娅没有太多生活之累 ,也就没有

多少责任要尽 ,但她仍要去 “追求”责任。这个责任梦在卡苏朋身上破灭了 ,她也只好忍受

自己追求来的东西。这是一个铺垫 。卡苏朋病逝 ,这份 “责任 ”也就画上了句号 ,孀居的多

萝西娅开始把目光转向 “邻人”,这才真正地了解了责任 。

入不敷出的利德盖特医生借了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一千镑还债。恰在这时 ,他为银行

家治疗的一位病人死去。由于病人知道银行家过去谋取不义之财的秘密 ,有人便怀疑是银

行家指使利德盖特杀人灭口 ,他的借款也就被认为是银行家收买他的黑心钱 。利德盖特与

银行家本有姻亲关系 ,加上原就有流言怀疑他是银行家的私生子 ,这件事便让舆论抓住机

会 ,大加讨伐 ,让他难以立足。多萝西娅得知医生是清白的 ,便为他准备了一张支票 ,想让他

还给银行家 ,洗脱冤屈 ,也想顺便到他家安慰一下他的妻子罗莎蒙德 ,让她感觉到并不是所

有人都在怀疑医生。不料 ,到医生家时 ,正撞见她所思恋的威尔与罗莎蒙德调情 ,顿时如同

挨了当头一棒 ,绝望而去。但第二天清晨 ,痛定之后的多萝西娅意识到 ,自己昨日因威尔负

心而迁怒于 “情敌 ”, “轻蔑的火焰仿佛已把罗莎蒙德烧成灰烬 ”,居然忘了自己的本意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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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安慰她 ,帮助她丈夫洗脱冤屈 。既然他们需要她 ,她就有 “责任 ”去挽救他们。经历了这

番情感的巨创 ,多萝西娅仍能感到窗外晨曦中的 “世界是如此广阔 ,人们正在纷纷醒来 ,迎

接工作 ,忍受苦难 。她便是那不由自主的 、汹涌向前的生活的一部分 ,她不能躲在奢华的小

天地里 ,仅仅作一个旁观者 ,也不能让个人的痛苦遮住自己的眼睛 ,看不到其他一切 ”。于

是 ,她毅然决定去实现她 “第二次拯救罗莎蒙德的意图”(Eliot, Middlemarch846, 848)。

小说在转述多萝西娅的这段心理活动时 ,用了 “拯救(save, rescue)”等大词 ,初看之下 ,

似有反讽之嫌 ,仿佛暗示多萝西娅拔高了自己助人之举的意义。但再往后读 ,就会发现 ,这

实际上是在肯定多萝西娅这一举动的分量 ,叙述者在作评论时也在使用这些词 ,并无讽意 。

小说要把多萝西娅塑造成 “泥塘里小鸭群中的一只小天鹅”(Eliot, Middlemarch26),虽然叹

惋其高远追求无法在 “泥塘 ”中实现 ,但更肯定其高尚品格在 “日常生活 ”中也能发挥 “拯救

作用(savinginfluence)”,并且认为自我克制的行为往往有 “使他人重获新生的神圣效果(di-

vineefficiencyofrescue)”(Eliot, Middlemarch861)。在这部小说创作之初 ,艾略特就在给奥

斯卡·布朗宁的信中表述过这种影响力:“我最看重的 ,就是我们还能够相信 ,因为有了我

们的存在 、我们的性格和行为 ,才使我们身边的人过得更好”(Haight, TheGeorgeEliotLetters

V:76)。这种认识早在艾略特创作之初就已经扎根 ,她在写作 《亚当 ·比德 》之后曾给盖斯

凯尔夫人写信说:“我想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都需要尽可能多地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对他人

产生什么益处”(Haight, TheGeorgeEliotLettersIII:199)。多萝西娅抑制自己的痛苦 ,以解

救他人的不幸为己任 ,与小说中对 “旁观者 ”的批判一脉相承。正如她对罗莎蒙德所说:“我

们活在世上 ,想到别人的痛苦 ,想到别人的切肤之痛 ,我们既然能够帮助 ,又怎能袖手旁观

呢 ?”(Eliot, Middlemarch853)多萝西娅的反思和决定出现在第 80章 ,该章题词引用了华兹

华斯《责任颂 》的第 6节 ,责任被颂为 “立法者”(lawgiver),此处的 “法 ”显然不是狭义的法

律 ,而是社会乃至宇宙得以维系的力量:“你使星辰保持正常运行 , /你也使天道万古长青 ,

永不衰老”(Eliot, Middlemarch842)。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康德头顶的星空和他心中的道

德法则 。弗洛斯河畔的麦琪因家门不幸而郁郁寡欢 ,叙述者说那时因为 “她还不知道 ,在她

体内 、在她身外 ,存在着那些不可更改的法则(theirreversiblelaws)。这些法则用以管束习

惯 ,就成了道德;用以培养顺从与独立的情感 ,就成了宗教 ” (Eliot, TheMillontheFloss

381)。正是渐渐认识到这些法则 ,麦琪才超越了个人的不幸 ,看到了他人的苦楚。

多萝西娅认识责任的经历 ,与之前的罗慕拉不无相似 ,都是从家庭转向了社会 。 《罗慕

拉 》中的佛罗伦萨正处文艺复兴时期 ,罗慕拉的丈夫蒂托野心与操行堪比 《奥赛罗》中的伊

阿古 ,出卖了所有他能出卖的人 。罗慕拉不愿为卑劣的丈夫尽妻子的责任 ,要离家出走 ,但

在修士的苦劝下 ,留了下来 ,为危难中的佛罗伦萨尽公民的责任 。叙述者借用 “家 ”的所指

的延伸 ,从情感转变的角度肯定了罗慕拉责任观念的转变:“在她眼里 , 家̀ '的含义很少是

她时常孤独静坐的巴尔迪街的寓所 , 而是环绕着佛罗伦萨的屋舍楼塔 ”(Eliot, Romola

452)。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和骚动之中 ,人们更加向往古昔的秩序 ,甚而对

中世纪产生了一种念想。有着深厚历史感的艾略特创作历史小说 《罗慕拉》 ,正是以中世纪

之后的道德混乱为背景 ,探索在维多利亚时代相似的背景下如何界定责任观念。

从最初的《教区生活场景》描述福音主义带来的责任观对社会维系的作用 ,到最后一部

小说《但尼尔 ·狄隆达 》中借主人公对犹太民族责任的追寻比照英国社会的离散之势 , “责

任 ”显然是乔治·艾略特生活和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词 。比她晚了一代的诗人阿尔杰农 ·斯

108外国文学研究　2009年第 4期



温伯恩在悼念她的诗中写道 , “神圣的责任(Dutydivine)”高悬在她的前方 ,是她 “明确不移

的指路明星 ”(Haight, ACenturyofGeorgeEliotCriticism149)。

三

“责任”(duty)在英文中源自 “欠债”(due),是应偿还的债务(汉语的 “责 ”也是由 “债 ”

演变而来)。艾略特在 《罗慕拉》中就将责任比作债务。责任暗示着 “应该”(如 19世纪政治

家格莱斯顿所遵从的 “theruleofOught”),可用以律己律人 ,因而关于责任的观念通常会形

成一种有助于社会维系的精神和心理纽带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时期 ,也是价

值观念重塑的时代 , “责任”也不例外 。就像卡莱尔说的 ,对于 “人是什么 ? 人的责任有哪

些 ?”年轻一代已经没有明确的答案了(Carlyle, “Characteristics” 210)。卡莱尔将两个问题

相系 ,暗示了责任之于人的重要性。责任观念的松弛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最极端

的言论莫过于《荒凉山庄 》中喜欢 “欠债 ”的斯金波所说:“我是世界上最不能负责任的人 。

我这一辈子就没负过责任 ,也不可能负责任 ”;“责任是我永远不能了解或者不屑了解的东

西 ” (Dickens, BleakHouse493, 771)。更为严重的 ,是当时愈演愈烈的虚伪的责任话语 ,或

将责任作为维护自己私利的旗号;或作为要求他人牺牲的借口 ,例如王尔德的剧中 “无足轻

重的男人”所说:“责任 ,是指望别人去尽的 ,不是拿来要求自己的” (Wilde90)。

相对于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中斯特林夫人 “老爱指出别人的责任 ” (Eliot, TheMillon

theFloss213),狄更斯对这种现象的讽刺可就不这么含蓄了 ,仅他在 1850年代的小说中就

有很多例子 。当 《艰难时世 》中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贱买贵卖是 “人类的全部责任(不是

一部分 ,而是全部责任)”(Dickens, HardTimes103)时 ,当 《双城记》中的杰里指责妻子 “天

生缺少责任感 ,就像泰晤士河里原本没有木桩 ,需要敲打进去才行 ”(Dickens, ATaleofTwo

Cities156)时 ,当 《大卫 ·科波菲尔》中那位岳母声称 “责任 ,是世间头等大事 ” (Dickens,

DavidCopperfield601)时 ,责任都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很多人都注意到有假责任之名行不

义之事的现象。马修 ·阿诺德的好友 ,诗人阿瑟·休 ·克劳就曾写道:“一些虚假的东西令

我战栗 , /一些心灵的胡作非为和非法的活动 , /我们是如此易犯这些错误 , /带着我们可怕

的责任观念 ” (qtd.inBurrow172)。不过 ,这种责任观念并不总是带有宗教色彩。在《罗慕

拉 》成书之前 ,威尔基 ·柯林斯的《白衣女人 》(1860年)问世 ,小说中珀西瓦尔 ·格拉德对

妻子的逼迫令人发指 ,就让人感到了那 “可怕的责任观念 ”。格拉德强迫妻子在她不知情的

文件上签字 ,遭到拒绝后 ,他凶相毕露 ,搬出家法:“妻子的责任就是不违背丈夫 ”(Collins

240)。再比照一下 《米德尔马契 》:卡苏朋请求多萝西娅在他说出要求之前先答应会照做 ,

也相当无理 ,但毕竟没拿责任来作逼迫她 。

在家庭生活中 ,除了丈夫拿责任来压制妻子 ,家长也会用它来挟制子女 。后者在 19世

纪小说中常见于谈婚论嫁之时 ,而在所谓的 “责任”背后 ,又常有金钱作祟 ,如奥斯丁 《劝导 》

中所言 , “为钱而结婚的事儿太多了 ,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Austen, Persuasion200-201)。

特罗洛普《索恩医生》中的阿拉贝拉夫人说的更加露骨 ,她希望儿子娶个有钱的妻子 ,不说

他要为钱而结婚 ,却说他要 “和钱结婚 ”,这是他 “唯一的责任” ,并郑重其事地补充说 , “有时

候 ,责任是最重要的 ,是高于一切的”(Trollope41, 153)。在艾略特的《但尼尔 ·狄隆达 》中 ,

凯瑟琳的父母反对她嫁给一文不名 、地位不尊的犹太音乐家 ,并以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相

挟 。他们认为与贵族联姻是凯瑟琳的责任 ,而凯瑟琳则反驳道:“人们可以轻松地把他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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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人做的事冠以责任这个神圣的字眼儿 ”(Eliot, DanielDeronda289)。

凯瑟琳的话一针见血 ,抨击了当时虚伪的责任话语 。但艾略特的小说中对这种现象的

描写并不多见 ,也不像狄更斯那样大加渲染 ,因为如凯瑟琳所言 ,这个 “字眼儿 ”毕竟还是

“神圣的 ”。而且 ,在有滥用 “责任”之处 ,艾略特常用对比的方式 ,突出履行责任的人物 。

《米德尔马契 》中牧师卡苏朋和费厄布拉泽就形成了一个比照 。卡苏朋高度重视责任 ,就像

《傲慢与偏见 》中言必称责任的柯林斯牧师 , “他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责任这个观念 ,他就觉得

不舒服 ”(Eliot, Middlemarch411),但他的责任观中却不时显出心胸狭隘的阴影 ,并没有体

现出责任所具有的维系社会的力量。小说第 52章中对费厄布拉泽的考验则使这种力量迸

发出光芒。这一章讲费厄布拉泽在情感上作出牺牲 ,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但作者却插入一段

幽默的笔调 ,将严肃的责任观念拟人化 ,变成了寓言故事中的人物(Duty),带着一丝亲切 ,

这在艾略特的小说中也是难得一见的 。于是 ,我们看到 ,费厄布拉泽曾表示 “不想把自己的

利益变成别人的责任 ”(Eliot, Middlemarch206),但 “通常让人出乎意料的责任”此时却 “以

弗雷德 ·文西的面目出现 ”(Eliot, Middlemarch555),不但把弗雷德的利益变成了他的责

任 ,还伤害到了他的 “利益”。原来 ,弗雷德的父亲出资供他到学院读书 ,以期毕业后能到教

会中任职。弗雷德不喜欢当教士 ,他深爱着的玛丽更不希望他当教士。一方面父命难违 ,一

方面又怕失去爱情 ,弗雷德举棋不定 ,便央好友费厄布拉泽向玛丽讨个话 ,只要玛丽表示爱

他 ,让他做什么工作都行。他并不知道费厄布拉泽也暗恋着玛丽 。费厄布拉泽内心极为痛

苦 ,但他还是隐瞒了自己的感情 ,既没向弗雷德坦言 ,也没向玛丽表白 ,甘为他人做嫁衣 ,

“正直无私地履行了责任”。不过 ,玛丽还是感觉到 ,他的语调中克制着一种情感 ,他在 “坚

决地压制着一种痛苦 ” (Eliot, Middlemarch561, 562)。费厄布拉泽可能年岁大了些 ,但按当

时的眼光 ,也算不得婚姻障碍;玛丽也许更爱弗雷德(这件事之前她并不知道除了弗雷德还

有别人爱她 ,更想不到自己圈子中 “最睿智的”费厄布拉泽会看上她),但如果教士先同弗雷

德坦言自己的感情 ,或拒绝弗雷德的请求 ,事情也许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费厄布拉泽在

答应弗雷德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出了牺牲 。正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中默默地巩固着责任的定

义 ,在虚伪的责任话语的泡沫下形成了一股有力的潜流 。

四

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文献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责任话语的弥散性 。斯迈尔斯的 《自助 》

(Self-Help)风靡一时 ,该书的主旨或存争议 ,但每章都会提到 “责任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责

任话语在当时的流行度和说服力。他晚年甚至还写了 《人生的职责 》(Duty)一书 ,称 “我们

这代人的任务是教育和宣传义务与责任”(斯迈尔斯 12)。无论是女王维多利亚 ,首相格莱

斯顿 、迪斯累里 ,还是文人学士 ,平民百姓 ,口头笔端常有责任这个字眼 。尽管责任话语与履

行责任有时貌合神离 ,甚而背道而驰 ,但重责任的风气还是存于社会之中。乔治 ·艾略特责

任观也受社会氛围影响 ,但她将责任观念看作一种维系社会的力量 ,并力图使之恢复活力;

而且 ,她在小说中着意刻画的并不是责任话语 ,而是履行责任的人物。如 《米德尔马契 》中

替人管理农田的凯莱布·高思 ,绝少谈责任 ,但无论是他靠诚实劳动养活一大家人 ,还是宽

容地引导连字都写不清的大学生弗雷德走上自食其力之路 ,都是作者所嘉许的。

不过 ,就艾略特与责任的关系而言 ,她本人就是当时一种潮流的代表。她早年信奉福音

主义(Evangelicalism),后来却变成了不可知论者 。福音主义重燃了 17世纪的宗教热情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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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责任 ,从 18世纪末到 19世纪头三十年影响甚巨 。史学家 G.M.扬格认为 ,福音主义对责

任和克制的信奉成为宗教式微后最强大的凝聚力 ,没有它 ,英国可能已经散架了(Young3,

5)。尽管福音主义的信条和不太宽容的道德压力使得许多信奉者最终都抛弃了它 ,但毕竟

留下了责任观念:“福音主义者的道德责任感 ,是维多利亚时期大多数不可知论者从他们无

法再接受的信仰的残骸中抢救出的一样东西 ,在有些人那里 ,还是唯一一样 ”(Altick201)。

艾略特就是 “有些人”之一。青少年时代深受福音主义影响
⑥
,后来接触激进的神学思想 ,一

度拒绝去教堂礼拜 ,被父亲赶出家门 。但她逐渐认识到 ,公开抨击宗教必然会削弱社会中本

已衰弱了的凝聚力 ,从而选择责任观念作为维系社会的力量 。她曾说 ,长久以来 ,有三个词

经常被用作号角 ,来激励人们 ,即 “上帝”、“永生”和 “责任 ”,但前两个词已经无法让人相信

了 ,而 “责任 ”却是确定无疑的。艾略特的这段思想转变历程 ,巴兹尔 ·威利总结为 “始于上

帝 ,终于责任 ”(Willey214)。应该说 ,福音主义早年对艾略特的影响 ,是她后来小说创作中

阐述责任观念的源头 。而且 ,她对小说家的角色和责任的认识 ,也受福音主义的影响 。
⑦
维

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 ,如 Q.D.利维斯所说 , “若说对于绝大多数人 , 书̀ '就

是小说 ,绝非夸张之语 ”(Leavis6)。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小说家的艾略特对自己的责任格

外看重 ,因为 “任何发表作品的男性或女性都必然起着教师的作用 ,或影响着公众的思想 ”

(Eliot, EssaysandLeavesfromaNote-Book278),而 “作为艺术家 ,我的责任就是永远尽最大

努力 ,对同胞们的情感和观念产生一些作用” (Haight, TheGeorgeEliotLettersVI:289)。她

在小说中着意培养读者的道德敏感性 ,约翰·莫利后来说 , “还从来没有人像艾略特那样认

真地担起文学的责任 ”(Morley110)。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无疑处在一个世俗化 、功利化的时代 ,各种可以导致社会解体的思

想和风气至今仍未销声匿迹。乔治·艾略特所阐释的责任观念正是针对如何凝聚世道人

心 。G.M.扬格称 “她是维多利亚大变革时代的道德家”(Young3),可谓恰如其分 ,而 R.

J.克鲁克尚克的一句话不失为很好的注解:“在极为实际的生存问题上 ,道德准则对于一个

国家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总体上来看 ,英国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Cruikshank185)。

注解【Notes】

①Trilling217, Footnote1.

②Eliot, Middlemarch143.本文对该书的引用参考了项星耀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7年), 个别引

文根据原文略有改动 。

③参见 OxfordEnglishDictionary, 2nded.(Oxford:OxfordUP, 1989)中 “neighbour”词条。

④SeeEliot, Middlemarch, Chap.52.

⑤例如 , 他在《自深处》中讲到 ,耶稣不讲为他人而活 , 是因为他看到 “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差

别”;OscarWilde, TheProseofOscarWilde(NewYork:Cosmopolitan, 1916)771] 。诚如托尔斯泰所言 , “我

们都在想法免除我们对我们邻人的义务 ,然而使我们成为人的却正是这种义务的感情 ,而且要是没有了这

种感情 , 那么我们就会活得跟禽兽一样了”;转引自高尔基:《文学写照》 , 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78年)4-5] 。

⑥艾略特曾提到自己从 15岁到 22岁受之影响最深。参见 Haight, TheGeorgeEliotLettersIII:230-31.

⑦详见 ElizabethJay, TheReligionoftheHeart(Oxford:Clarendon, 1979)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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