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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帕 · 拉希莉《疾病解说者 》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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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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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说《疾病解说者》讲述了一对出生于美国的印度移民后裔达斯夫妇举家回
乡探亲旅游的故事。达斯夫人向汽车司机兼疾病解说者卡帕西坦白隐藏八年的出轨生子的秘密，试图从他那
获得心理疾病的医治。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沿着“疾病解说”这一伦理主线，通过解构伦理环境、
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不同伦理结，剖析拉希莉作品深处的伦理主旨： 需要疾病解说的现代社会个
体，只有肩负伦理责任，才能找到治病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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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Jhumpa·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thics
YUAN Xuesheng， PENG Xia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31，China）

Abstract： Jhumpa·Lahiri’s short story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is about an American couple named
Mr． and Mrs． Das who go to India to visit the land of their ancestors． Mrs． Das confides in Mr． Kapasi，the car driver and interpreter of maladies，that her husband has not sired the youngest son and
seeks for a cure of psychic pain．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its ethical fe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ecifically，it sees the interpreting of maladies as the major ethical
line of the work and tries to decode such ethical knots as ethical environment，ethical selection，ethical identity，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Jhumpa·Lahiri proposes ethical burden as a cure for modern
people in need of malady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Jhumpa·Lahiri；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2000 年的美国普利策文学奖颁给了印度裔美国小说家裘帕 · 拉希莉，她以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
者》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认可。 在此之前，她还获得过海明威奖、《纽约客 》年度新人奖等多种奖项。
《纽约时报》评论说，“拉希莉展示了她不同凡响、独具一格的声音 …… 其平实的文风如此具有说服力，
且从容自信，读者几乎感觉不到《疾病解说者》是一位年轻作者的处女作 …… 她客观而富有感情地记录
了众多人物的生活，同时以细致而又质感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生活中的情感冷暖 ，她是一位罕见的优雅与
［1］
沉稳并存的作家”。 其中拉希莉的同名短篇小说《疾病解说者 》还获得了欧 · 亨利奖并入选美国最佳
短篇小说。评论家赛德认为“拉希莉在该小说中刻画了具有负罪感的人们在错误的地方为自己的疾病
［2］（ p3）
［2］（ p33）
波多洛伊则从文化错位、家园意识分析了该小说主人公的移居困境 。
也有学者认
寻找治疗”。
收稿日期： 2015 － 03 － 06
作者简介： 袁雪生（ 1973 － ） ，男，江西瑞金人，文学博士，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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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203）
为“《疾病解说者》是作者对印度族裔的人生问题的诊断和剖析 ”。
拉希莉在该小说中讲述了一对
出生在美国的印度移民后裔达斯夫妇 （ 拉兹和蜜娜 ） 带着三个小孩回到父辈的故乡———印度探亲旅游
的故事。在他们参观优陀耶山的庙宇时，达斯夫人蜜娜向出租车司机卡帕西倾诉了她自己通奸并生下
私生子的隐私。她坦白隐藏八年的秘密，试图从疾病解说者卡帕西身上获得治疗心理疾病的良方 ，然而
只能译释身体病痛的卡帕西并不能治愈她内心的伤痛 ，就如同他本人及妻子也无法摆脱丧子之痛一样 。
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 ，沿着“疾病解说 ”这一伦理主线，通过再现伦理环境下的错误的伦
理选择、刻画斯芬克斯因子冲突后的伦理身份危机和伦理混乱 、梳理伦理反思之后伦理意识的回归等若
干伦理结，剖析作品深处的伦理主旨。

一、客观伦理环境下的错误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 …… 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
［4］（ p13）
《疾病解说者》实质上讲述了一个道德失范、伦理错位的故事，作者通过展示
和评价文学的基础”。
现代人的“心理疾病”，体现了对个体生存处境的关注。 如果要透视作品中主人公的失范与错位的行
为，必须首先理解小说的伦理环境。 在《疾病解说者 》中，读者看到的就是一幅缺乏爱情、缺乏关心、缺
乏理解的印度裔美国移民家庭全景图 。达斯先生拉兹作为第二代印度裔美国人 ，对印度怀有思乡情怀，
然而与自己的结发妻子却有着太多的隔阂 。他们虽然相伴相随，却形同路人。小说开篇就写到： “到了
［5］（ p45）
茶棚边，达斯夫妇斗起嘴来。到底该谁带小蒂娜去茅房呢？ 他们争执不下 ……”
作为父母亲，在
为谁带小孩去厕所的问题上互相推诿 ，两人都不愿意付出自己的一点点时间 ，丝毫也没有体现对自家女
儿的爱。最终拉兹以昨天为她洗了澡为借口，将这件差事推给了蜜娜。 即便是在去厕所的路上，蜜娜
“都没有牵小女孩的手”，因为她并不情愿做这些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达斯夫人并没有尽到关心
孩子的义务，也破坏了正常的人伦关系。为什么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如此冷漠乃至漠不关心呢？ 要进
一步解读这背后的原因，有必要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在客观的历史语境中，站在她的立场上审视这种
行为的原因，从道德层面上做出合理的解释。
［4］（ p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 ”。
［5］（ p45）
达斯夫妇是印度移民的后裔，“这一家该是印度人，打扮得倒像老外 ”。
由于出生在美国，他们为自
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但他们难以避免地要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体现最明显的是他们的婚姻。 由于他
们的父辈是好友，自然也希望这两个年轻人结合，于是自小青梅竹马的他们在读大学期间就结婚了 。他
们虽然深受美国教育多年，但也无法逃避印度传统式父辈包办婚姻 。从小说可以看出，这对由父辈安排
的婚姻并没有多少幸福可言，而有着太多的无奈与痛苦。
达斯夫妇同时感受着身在异国他乡的文化漂泊感 ，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一场错误的选择。 由于移
民生活的艰辛和随处可见的东西方文化的隔阂 ，他们的生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丈夫拉兹整日上
班，忙于生计，而妻子蜜娜则终日为柴米油盐等家庭琐事占据 。远离了父辈之后，他们生活中的苦楚无
处可以倾诉，也没有朋友可以交流。客观的外部环境为主人公错误的伦理选择埋下了伏笔。 正是在这
样的客观环境之下，蜜娜半推半就地同拉兹的朋友发生了外遇 ，怀上了他的孩子。“当时她正要去煮咖
啡，穿着笔挺的深蓝西装的他过来抚摸她的后腰 ，然后一把拥她入怀，她没有任何反抗。他们手脚利索、
［5］（ p69）
蜜娜对通奸行为的放纵，显然是一种不道德的伦理选择，其结果是带来了伦理
默然不语地做爱。”
混乱和伦理悲剧。“一个人一旦听凭原始本能的驱使，在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道德规范就会被
［4］（ p39）
摧毁，人又将回到兽的时代，这不仅不是人性的解放，而是人性的迷失。”
蜜娜在面对拉兹朋友的
，
，
，
侵犯时 没有抵挡住欲望的诱惑 也丧失了自己不能出轨和背叛的理性判断 从而摧毁了原本存在的道
德伦理的规范，导致了人性的迷失。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之间的一次出轨竟然生下了私生子波比，
他就像海斯特胸口挂着的红字“A”一样，时刻提醒着蜜娜的背叛行为，使她永远都难以抹去内心深处的
负罪感和内疚感。
蜜娜的出轨行为，完全可以用斯芬克斯因子来进行解读和剖析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从伦理意
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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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38）
表达的核心内容”。
所谓人性因子，就是人之为人的因素，其核心是理性意志，体现在对伦理秩序
和伦理禁忌的遵从。而兽性因子则是人的动物性本能 ，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其核心是自然意志，体现在
人对不同欲望的渴求。人性因子如果控制了兽性因子，人就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 相反，如果兽性因子
战胜了人性因子，人便更多地体现出伦理意识的丧失 、道德的缺失等等。 蜜娜出轨行为的背后，实际上
反映了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冲突 、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对立。“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
核心。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 ，将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 ，形成不同
［4］（ p38）
在《疾病解说者》中，蜜娜在家庭生活长期的繁琐事务
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
中逐步模糊了对生活的理性判断 ，她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因而在面临出轨时无法采取道德的选择 ，人
性因子在对兽性因子的冲突中立刻丧失了控制权 ，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占据了上风 ，蜜娜默许了自己
的背叛行为，导致了伦理冲突，从而也在错误的伦理选择中迷失了自己的伦理身份 。

二、身份危机与伦理混乱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 。 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
［4］（ p38）
在《疾病解说者 》中，读者可以看到，小说刻画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的产生都同伦理身份相关 。”
实际上是围绕主人公伦理身份的不断变化而产生 、发展。达斯夫人蜜娜同一位来自旁遮普的朋友发生
了通奸，生下了私生子波比，严重地违背了伦理禁忌，导致了伦理身份的困惑与混乱。“伦理禁忌的存
［4］（ p38）
在保证了家庭的存在，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存在。”
相反，伦理禁忌的破坏必然导致正常的伦理秩序
和道德关系变得混乱。这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有非常突出的体现。 类似的是，蜜娜犯下的
通奸行为同样是对伦理禁忌的破坏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伦理事
件，它使小说主人公的伦理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
蜜娜自从发生了通奸事件尤其生下了私生子波比之后 ，就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正如她向疾病解说
者卡帕西所倾诉的那样，“看到我那些孩子，看到拉兹，我就难受，一天到晚总是难受。我有一种可怕的
冲动，卡帕西先生，要把一切都抛掉。有一天我憋不住了差点把电视、孩子、我的一切，通通都扔到窗外
［5］（ p68）
可见，蜜娜的内心世界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她作为拉兹的合法妻子，却与拉兹的朋友生下
去！ ”
了波比，这显然是法律和伦理道德都不允许的事情 。蜜娜的行为使自己面临伦理身份的困惑 ，也带来了
家庭中伦理身份的混乱。拉兹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 ，而是别人的儿子，也根本不
知道妻子竟然同自己的朋友发生了外遇 ，而且就是那个每年圣诞节都交换照片的印度老乡。 蜜娜的出
轨使自己丧失了对生活的梦想与期待 ，只是处在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痛苦中。“这个红格子裙子和草莓
短袖衫包裹着的女人，连三十岁都不到，就已经不爱丈夫和孩子了，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眷恋和热
［5］（ p68）
可以说，出轨行为使蜜娜陷入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伦理困境 。
爱。”
处在绝望之中的蜜娜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在旅行途中，她既不愿意去关心、爱护孩子，也没有兴
［5］（ p49）
致同丈夫聊天说话。“她没精打采地坐在后座一角，也不把爆米花分给大家吃。”
一路上她只是在
涂指甲油打发时光，就连沿途的风景也难以吸引她的丝毫注意 。直到她听说卡帕西从事疾病解说者的
工作时，便一改原先的沉默和冷淡，顿时显现出莫大的兴趣。“沉默了好久的达斯太太忽然迷迷糊糊地
接话，她把那只泛着粉红的棕色太阳镜推到头顶 ，像后冠一样戴着。 在后视镜里，卡帕西先生第一次看
［5］（ p53）
到了她那苍白而微微显小的眼睛 ，目光凝滞，带有些倦意。”
她随后很热情地同卡帕西先生交流，
递上口香糖，请求他讲讲疾病解说者的工作。蜜娜认为卡帕西的工作“浪漫”、“有趣”、“太酷了 ”，甚至
比医生还重要，蜜娜对卡帕西工作的高度评价，是因为在她看来，解说疾病更能帮助病人恢复，更为重要
的是，因为她自己就需要接受心理疾病的解说与治疗 。 其实，解说疾病这项工作对卡帕西而言，“只是
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而已”，“看不出疾病解说有何高贵可言 ”，他甚至认为“这个工作是他人生失败
［5］（ p54）
因为卡帕西年轻时踌躇满志，自学了多种语言，梦想着为外交使节和宗教要人做翻译，
的标志”。
要平息国家、民族之间的对抗，调停那些唯有他才能明白双方意见的纷争 。但是父母为他安排婚姻之后
便彻底改变了，尤其在第一个儿子因病去世、第二第三个孩子又陆续出生之后 ，生存的压力陡然加大，为
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从事开出租车、解说疾病等多种工作，也逐渐忘记了年轻时学到的那些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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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娜对疾病解说工作的兴趣与称赞，使卡帕西受宠若惊。 她对卡帕西使用了“浪漫 ”一词，而她本
人的婚姻却根本说不上浪漫。“她对他突如其来的兴趣，这种对丈夫和孩子都没有表现出来过的兴趣 ，
［5］（ p56）
卡帕西开始从后视镜打量自己的形象，暗自庆幸早上出门时穿上了这
令她不免有些昏昏然了。”
套灰色西装。他不断地给蜜娜讲述疾病解说的故事 ，彼此的谈话彷佛是两人之间的“密语 ”。 通常他很
期待的午餐时刻这次倒成了他的失望了 ，因为即便在吃午餐时他也甚至不情愿与蜜娜相隔太远。 卡帕
西的陶醉在蜜娜向他问家庭地址时达到了高潮。“将来她会写信给他，问他在诊所当翻译的日子里有
没有新鲜事儿，他则会以生动的笔触给他回信，专聊那些逸闻趣事，让她在新泽西家中一边看信一边哈
哈大笑。等到她流露出对她的婚姻失望时 ，她也会讲自己不快乐的婚姻生活。 这样他们的友谊将慢慢
［5］（ p58）
成长、开花结果。……思绪游走，他感到一阵轻微而快活的悸动。”
卡帕西对将来同蜜娜快乐交流
的幻想，源于自己在家庭中伦理身份的困惑 。面对理想的破灭、事业的不顺、婚姻的不幸、儿子的夭折等
各种痛苦接踵而来，卡帕西难以获得家庭生活的快乐，只能痛苦地面对生活。 同时，经历丧子之痛后卡
帕西夫妻缺乏交流、缺乏关爱，婚姻生活名存实亡。而蜜娜的言语唤醒了他早已沉睡的对未来的幻想，
使他顿时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这种快乐如同他自己几个月前能够流畅地读一段法语或一首意大利十四
行诗带来的感觉一样。“在这样美妙的时刻，卡帕西先生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努力都将有所回
［5］（ p58）
报，而生命中所有的失误最终也都是有意义的 。”
随着故事的叙述不断展开，卡帕西的幻想与欲望继续在发酵 ，他对这个郁郁寡欢的女人产生了一种
微妙的感情，这实际上反映了其混乱的伦理身份意识 ，也是对伦理道德规范的逾越。卡帕西在家缺乏妻
子的温情、蜜娜缺乏丈夫的关爱，他们大有同命相怜的感觉。他带领达斯一家人来到优陀耶山的神庙参
看着生命之轮，欣赏裸体雕刻，尤其令他欣慰的是达斯太太对此“十分着迷”。“他爱恋着达斯太太
观，
行走中的小腿肚，彷佛那全是为他一个人在走，他对自己老婆就没有这种感觉。 自然，他以前也见过不
少随他出游的欧美女士的玉腿，可是达斯太太与众不同。那些女人只知道看神庙，……而达斯太太却是
［5］（ p61 － 62）
卡帕西甚至渴望与她单独呆在一起 ，继续他们的私密交谈，而在她旁边他又紧张
对他感兴趣。”
。
不安 他渴望以后通过写信给彼此讲述不同的事情，庆幸那张写好地址的纸片还在草编袋里。“不过
一想到她在万里之遥，心就像铅锤一样沉沉下落； 他忽然有股不可遏制的冲动，想挽过她，揽她入怀，和
［5］（ p62）
但是蜜娜开始走
她紧紧拥抱到透不过气来，哪怕只是一刹那也好，他要让最爱的苏利耶作见证。”
动、游览，卡帕西没有机会表白，然而他对蜜娜的依恋已经难以自拔 。卡帕西粗略计算了一下，估计在六
周内会收到蜜娜的来信。想到旅行马上要结束，他实在不愿马上就开始六周的漫长等待 ，于是一改以往
抄近路回去的习惯，而提议去看优陀耶山的庙宇，自然也得到了蜜娜等众人的认可 。卡帕西一系列的一
厢情愿的行为与幻想，可以说是一种缺乏理性的思考，同时也缺乏对伦理道德意识的考察 。无论蜜娜真
正的肉体出轨行为，还是卡帕西内心世界的出轨冲动 ，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他们自身伦理身份困惑与混乱
伦理意识的体现。

三、伦理意识的回归
“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 ，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
［4］（ p14）
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 ，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
拉希莉在
《疾病解说者》里书写了印度裔美国移民生活，刻画了主人公错误的伦理选择和混乱的伦理身份，其目
的在于呼唤伦理意识的回归。无论是蜜娜、卡帕西、拉兹，还是拉兹的那位朋友，他们都是现代社会里的
“病人”，他们需要心理的治疗，需要疾病解说者的帮助，需要通过对伦理的反思达到伦理意识的回归，
从而为人类的生活提供道德指引 。正如有评论家所说，“拉希莉的这些小说不但探索了印度移民在美
［6］（ p128）
国的经历，而且也反映了人类普遍面临的道德问题 ”。
在小说里，蜜娜满怀期待地将自己心底的秘密向卡帕西和盘托出 ，渴望向这位父辈一样年纪大小的
疾病解说者寻求帮助，但是她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和安慰 ，因为作为疾病解说者的卡帕西只是在存在语
言障碍的医生和病人之间起解释沟通作用 。对于由于出轨而导致的心理疾病如何治疗，他显然无能为
力。“她完全不像来诊所看病的那些病人 ，他们目光呆滞神情绝望，无法轻松入睡、呼吸或排便，而最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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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69）
糕的是，他们连把病痛说出来都做不到。”
但是卡帕西还是决定要帮助蜜娜，他认为诚实坦白或许
是最佳的策略，他还要问清楚蜜娜究竟是“痛苦”还是“愧疚”。蜜娜原本就对卡帕西的无能为力感到失
望，而面对他的反问更加无法忍受，也瞬间顿悟。“她转过头来，眼含怒意，抹着粉红色珠光口红的双唇
上厚厚地积了一层芥子油。她张嘴要说什么，可是她朝卡帕西先生怒目而视之际 ，似乎忽然意识到什么
［5］（ p69）
蜜娜没有再说任何话，因为任何话都是多余，她打开车门踉踉跄
特别的事情，于是停嘴不说了。”
跄地朝山上走，很快就来到了达斯先生要拍照的地方 ———僧人苦修的石室门前。 蜜娜在寻求疾病治疗
时遭遇失败，但她毅然决定重新回到丈夫、孩子的身边，这其实反映了她自己已经在治疗心理的疾病 ，或
许，找回家庭的亲情与温暖、重构家庭的伦理与道德才是她内心疾病的最好治疗方式 。
此时达斯一家正要照合影，大家才发现波比不见了。蜜娜厉声质问他们几个，一反先前对孩子们的
漠不关心，这进一步说明蜜娜的内心世界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当大家发现波比正被猴子围攻时 ，蜜
娜心急如焚、异常焦急，她恳求卡帕西帮忙救救孩子。卡帕西连忙赶走了猴子，将波比抱过来。 蜜娜赶
紧给波比包扎膝盖的伤口，拿出梳子给他整理头发。此刻蜜娜对儿子波比的无比关心 ，说明她已经找回
了作为母亲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也体现出母爱和温情。就在蜜娜从草编袋抽出梳子的时候 ，那张写着卡
帕西地址的纸片也被带了出来，随风悄然飘走。然而除了卡帕西，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的确，这张
曾经承载着蜜娜莫大幻想的纸片 ，从她无望获取心理治疗的那一刻起 ，便已不再有任何价值。蜜娜最终
以自我发现的道德升华获得了伦理意识的回归 ，找回了当下生活的普遍伦理道德规范 。
同样，卡帕西在经历了这份特殊的短暂情感渴求之后，也悟出了生活的真谛。 小说在结尾写到，
［5］（ p72）
“他知道，达斯一家此刻的情景，将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
达斯一家经过这次神庙之旅，从支离
破碎的家庭走向了完整的家庭，从缺乏温情、缺乏关心、缺乏理解变成了和睦相处的一家。 这也正是卡
帕西本该拥有的家庭生活。蜜娜在忍受八年的内心煎熬之后都能毅然回归 ，重新回到了温暖的家庭，卡
帕西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找回自己的幸福家庭呢 ？ 对于卡帕西和他妻子而言，只要从丧子之痛中摆脱出
来、从“吵嘴、冷漠、长时间无话可说”中解放出来，同样能找到解决家庭问题、治疗心理疾病的良方。
［7］（ p11）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 ，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
拉希莉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反映了美国印度移民后裔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疾病和问题 ，展现了特定历史
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揭示了小说主人公们的种种错误的伦理选择 ，也刻画了他们所遭遇的混乱的伦理
身份，以及最终的伦理意识的回归。恰如有评论家所说，“拉希莉笔下‘疾病解说者 ’的沟通工作，目的
［8］（ p129）
的确，拉希莉的《疾病
就是体现个体存在的一种伦理责任 ，从而唤醒人类内心世界的某种缺失 ”。
解说者》为现代社会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内心疾病的一剂良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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