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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十二载 》的伦理表达与生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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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传体小说《为奴十二载》以主人公所罗门·诺瑟普屈身为奴的十二年经历为主线，使用倒叙和插
叙的手法，成功再现美国南北战争前期惨无人道的奴隶生存状态，真实记录主人公为“回家”而隐忍十二年的
心路历程，揭露奴隶制下的残酷人性。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沿着“回家”这条伦理主线，通过还原
“被卖为奴”发生的“伦理现场”，逐一解构小说中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意识”等“伦理结”。在
伦理意识的驱动下，所罗门选择通过以文字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来叙述自己的生活经验，代表整个黑人民族
进行伦理控诉，揭露了万恶的奴隶制和暴力等级秩序，奏响了献给黑人种族的赞歌，并表达了反对奴隶制度的
伦理诉求，最终推动了废奴运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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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Expression and Description of
Livelihood in Twelve Years a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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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long － standing affliction of being a slave for twelve years，the bibliographical
novelTwelve Years a Slaveutilizes the approaches of flash － back and interposed narration to represent
the brutal and inhuman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slaves befor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record the
twelve years’arduous mental journey of Solomon Northup’s struggling for “going home”，revealing
the cruel human nature of that era．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ethical line of “going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Given the ethical scene of “being sold as a slave”，
the paper attempts to decode a sequence of “ethical complexes”，for instances，the “ethical identity”，“ethical choice”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so as to uncover the slaves’ethical appeals．
Driven by ethical consciousness，Solomon chooses to narrate his life experience via the unique literary pattern of livelihood description，so as to unveil the relentless slavery and vicious hierarchical orders to the masses．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black race，he initiates the ethical indictment as a herald，
chants the hymns for the blacks，vents the anti － slavery ethical appeal and provides impetus to the
advancement of abolition movement．
Key words： Twelve Years a Slav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expression； livelihood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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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裔作家所罗门 · 诺瑟普于 1853 年创作并出版了自传小说《为奴十二载 》（ Twelve Years a
Slave） 。所罗门·诺瑟普，一名自由非裔美国黑人，由于轻信“合伙人”遭到绑架，被贩卖到南方为奴，经
受十二年炼狱般的奴隶生活后最终重获自由 。 该书一经问世便广为传播，这本回忆录在《汤姆叔叔的
小屋》（ Uncle Tom’s Cabin） 之后出版，当时卖出了 3 万册并且成为畅销书，诺瑟普的传奇经历和第一手
［1］（ p14）
它也是“过去五十年里非
资料引起了关于奴隶制的强烈讨论并有力助推了废奴运动的浩大声势 。
［2］（ p326）
140 年后的今天，这部尘封之作再一次引起轩
裔美国文学种类中最重要的黑人奴隶叙事文本 ”。
然大波。在第 86 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改编自这部同名自传作品的电影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女配
角、最佳编剧三项大奖，让这一黑人奴隶叙事文本再度走入读者的视线 ，使人们对美国蓄奴制的荒诞和
残酷有了更深层的思索。
“我一直在北方生活，从小就自由自在，然而我一直有个梦想，渴望能在白人的世界里拥有一席之
……
众生平等，没有人甘愿做一个卑微的奴隶，我无法理解，那种允许奴隶制存在的法律或宗教 ，还有
地
何正义可言！ 对每一个前来听我建议的人，我都坚定地告诉他们，要等待时机，争取自由！ ”① 历经十二
年奴隶生活后，
主人公在其自传小说开篇写下这段文字。生来自由的主人公，只因十二年前的诱拐，从此
在追寻回家的道路上不断挣扎。但是在获得自由后，
主人公并未沉浸于个人自由的喜悦之中。被解救时，
“我挣脱了帕茜，
钻进马车……我回过头，
看到帕茜低头蹲在地上，
埃普斯太太站在广场上，
亚伯拉罕大叔、
鲍勃、
威利以及菲比婶婶站在大门口，
远远地注视着我”。这眼神在主人公的一生中起着怎样的驱动作用，
在当时奴隶制的残酷压迫下写下这样一段撼动历史的个人记忆的动机，
都值得探寻考究。
［4］（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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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若要对这部自传体小说主人公被卖为奴的产生动因 、本质及其影响做出客观的挖掘和阐释，就需
要从伦理的视角出发，以该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为立足点 ，对小说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
伦理关系做出梳理辨析。本文认为被卖为奴后的“回家”是贯穿《为奴十二载》的伦理主线，萦绕在这条
主线上的是三个至关重要的“伦理结 ”，即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意识。 对于所罗门而言，从自由之
身变为任人奴役的奴隶无疑是一次艰难的伦理身份变形 ，而这一事件使之后的伦理选择发生巨大改变 。
此外，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小说主人公分别通过文字和演讲来讲述这段刻骨铭心的伦理经验 ，奏响了
献给黑人种族的赞歌，表达了反对奴隶制度的伦理诉求。

一、伦理身份的变位： 身陷囹圄
“文学伦理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 ”，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
［4］（ p21）
《为奴十二载》中的传奇人物所罗门 · 诺瑟普原本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和家人在纽约附
相关”。
近的萨拉托加温泉市过着富足愉快的生活 。那时，他还是一位自由的非裔美国黑人，并且在白人朋友中
1841 年他被人以“巡回演出”为由诱拐，最终被卖为黑奴。他被警告“不要告诉任何
也备受尊重。然而，
人你是谁，也不要告诉别人你会读会写，除非你想变成一个死黑鬼 ”。这样的奴隶生活一直持续了十二
年，直到一位好心的加拿大木匠答应帮他送信 ，所罗门才终于获得了自由。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来看，所
罗门被卖为奴是一个具有转折性质的伦理事件 ，该事件使得小说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
“我是个黑人，虽然大多数黑人都被奴役，但我生来却是自由的。”1841 年之前所罗门一直都是自由
人。作为自由人，他过着自由而体面的生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就其家庭而言，他有自己的房
产，有深爱的妻子，有乖巧的儿女，有稳定的收入； 其二，就与白人关系而言，他得到了应有的尊敬。由于
会拉小提琴，所罗门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和白人也能平等谈话； 其三，就黑人关系而言，所罗门是“准 ”求
助对象，如对于被主人看管严实的年轻黑奴贾斯伯便是如此 ； 其四，就其姓氏而言，其祖辈父辈都是卑贱
的奴隶，姓氏也随原主人，但原主人给他自由身份让他摆脱了奴隶生活 。
文学伦理学批评必须重视对文学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4］（ p19）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 ，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
深入分析
《为奴十二载》的创作背景处在怎样的伦理秩序以及相关伦理环境 ，对于了解所罗门悲剧的成因以及小
①

文中所引原文皆出自所罗门·诺瑟普的《为奴十二年》，吴超译，郑州文心出版社 2013 年版，不再一一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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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伦理意义至关重要。自 1619 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国南部的詹姆斯敦直至 1862 年林肯颁
布废奴令，黑人作为白人的奴隶在奴隶制的压迫 、剥削和蹂躏下屈辱地生活了两个半世纪 ，因此，在美国
社会秩序中业已形成了基于奴隶制的伦理机制 ，这种机制确认了黑人是白人的奴隶和财产的伦理关系 。
除了榨取黑人劳动力之外，白人奴隶主还可以像处置牲口一样将他们出手以获利 。小说写于 1853 年南
北战争快要爆发前，北方各州先后废除奴隶制，但与此相反，当时南方诸州由于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 ，
还在实行种植园奴隶制的社会制度 。
在强权政治的大背景下，出身和身份成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农奴制下肤色决定了贵贱，身份挟持着
是非。出身和身份变成了他们抹不掉的原罪 。所罗门通过教育获得思想和知识，但却无法改变肤色，黑
皮肤让他坠入黑暗的十二年，尽管才华横溢也无力改写“黑鬼 ”的悲剧命运。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才
华，尤其是出色的小提琴演奏的才能 ，让他成为奴隶贩子布朗和汉密尔顿的绑架目标 。由于当时华盛顿
维护奴隶制的合法性，并且是全美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之一，布朗和汉密尔顿便设法把所罗门骗到此
地。然而，即使在华盛顿捕抓贩卖自由黑人依旧是违法行为 ，于是他们先向所罗门投毒，然后把他当成
逃跑的奴隶，以 165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奴隶贩子詹姆斯 ·伯奇，于是所罗门沦为了待售奴隶。在待售过
程中，所罗门以自由之身反抗了两次。第一次，反抗伯奇。当伯奇及其同伙拉德伯恩·埃比尼打开囚门
时，戴着脚链手铐的所罗门挣扎起身 ，告诉他们： “我名字叫所罗门 · 诺瑟普，我是自由人，来自纽约的
萨拉托加，和我妻子、孩子一样是自由公民，你无权拘留我。”随后，伯奇对所罗门进行毒打，当手中的木
板被打坏后，伯奇拿起鞭子，走向所罗门，问他： “你是奴隶吗？”此时，所罗门的回答依旧是“不 ”。 第二
次，反抗弗里曼（ Freeman） 。作为伯奇的新奥尔良同伙，弗里曼在“牲口们 ”到岸时进行验货，要求点到
名字的人就向前跨出一步。当他念到“普拉特”时，唯一剩下的所罗门并未答应。 于是，他走向所罗门：
“你就是普拉特，你完全符合清单上的描述，为什么不上前一步？”所罗门告诉他，我不叫这个名字，弗里
曼怒气冲冲向他吼道，“该死的，我说你叫什么你就叫什么！ ”此后，所罗门再未有过反抗，开始对自己的
商品身份保持沉默。至此所罗门的伦理身份产生重大变形 ： 名字符号由所罗门变为普拉特，自由之身变
为奴隶之身。而最严重的后果是引发了伦理混乱 （ ethical confusion） ，以及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伦理困
惑。首先，就所罗门个人而言，他在毫无警觉及准备的情况下被卖为奴 ，像牲口一样被人驱赶着走过大
街，同其他奴隶一样戴着镣铐，任人无情殴打。他一遍遍地问自己，这都是真的吗？ 这是不是梦？ 他一
遍遍向上帝祷告，睁开眼却只迎来继续为奴的一天。 上帝将他丢弃给奴隶主，忍受他从未承受过的极
刑，咀嚼被世界抛弃的苦痛。其次，就家庭而言，而立之年的他本应和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却因
这次人生逆转不得不与家人失去联系 ，终于在十二年后重获自由之身才得以团聚 。这其中的思念、挣扎
及隐忍或许是所罗门追寻“回家 ”这条漫漫长路的唯一动力。 再次，就与黑人关系而言，在成为奴隶之
前，由于所罗门的独特身份，使得他跻身于中上流社会之中，备受白人尊重。但为奴十二年后，他才深深
意识到奴隶制的残酷与黑暗，迫使他写下这部年代巨著，成为黑人叙事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最后，就与
白人关系而言，在这十二年中，他深陷厄运，惨遭白人奴役，他急于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伦理诉求，
如逃跑、正面冲突或者隐忍背负，这些都是伦理身份的巨大改变造成所罗门一系列的伦理混乱 。

二、伦理选择： 夹缝中生存
从戴上脚链手铐被卖的那一刻起 ，所罗门心中不是没有反抗逃跑的计划和行动，但他仰望上苍，守
着希望选择有尊严的生存。一位在自由州生活了三十余年的自由黑人在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卖为
奴是整部小说的伦理主线，给小说的人物和读者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惑和难题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莫过
于在这漫长的十二年中，主人公是如何接受他的黑奴身份，为他的“回家 ”之路拼尽全力，隐忍承受。 从
道德层面看，一位生活富足、家庭幸福的平凡人，突然之间被人绑架诱拐成为奴隶，从此和家人天涯相
望，触犯了社会秩序，人人自由平等的伦理禁忌。但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
［4］（ p14）
在那个奴隶制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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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的时代，在无数个南部庄园和种植园中，被贩卖成为奴隶的黑人不计其数。即便这个声称“人人都拥
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谋福权 ”的国家首都华盛顿都还隐藏着最大的奴隶市场。 而作为拥有
黑色皮肤的所罗门，一旦被卖为奴，就注定要深陷白人奴役的泥淖中无法逃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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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罗门变成“普拉特”的那一刻，自由的“所罗门 ”安然退场，奴隶的“普拉特 ”取而代之，不管他
姓甚名谁，他的身份已全然改变，他必须在残暴奴役的夹缝中做出艰难的伦理选择。“要么屈服，要么
被杀掉”，这是黑奴的生存规则，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忍受一切痛苦来争取自由的曙光 。
一夜之间沦为黑奴后的第一想法 ，毫无疑问，便是逃跑，但却困难重重，每一次出逃失败对普拉特来
说都是一次莫大的精神折磨。第一次出逃是在轮船上，普拉特与亚瑟和罗伯特计划逃跑，这也是所罗门
第一次借助书信反抗。但是罗伯特因病而意外死亡，尸体被丢进大海，消失在汹涌的浪涛之中。这是普
拉特第一次意识到黑奴的命运如此不堪 ，生命卑贱如草芥，随时可能化为泡沫，而普拉特想要逃跑的决
心也被残酷的现实暂时打压了下来 。第二次出逃是普拉特试图向福特求救 。福特是红河岸边一座小型
庄园的奴隶主，也是一名牧师。福特从奴隶市场中买下了普拉特，成为普拉特的第一位主人。福特温文
尔雅，自诩开明进步，他懂得赏识普拉特的优点，为他提供一展所长的机会。 普拉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
经验成功开辟水路，赢得福特的肯定，他甚至送了普拉特一个还原其真实身份的珍贵礼物———小提琴。
“他（ 福特） 想向我们传递善念和对上帝的信仰 ，教我们做正直虔诚的人。”福特主人是如此的善良，“总
是把我们当做他的同伴”，以至于“每每想到他，我都不禁肃然起敬，假如当时我的家人也和我在一起的
话，我倒愿意毫无怨言地忍受他那种温和的奴役 ”。 这时候，普拉特竟然愿意放弃自己苦苦追寻的自
由，甘愿做一名奴隶。但是在享受短暂舒适安逸的日子之后 ，紧接着却是痛苦的炼狱。 与此同时，名叫
提比茨的木匠来福特老爷家修房子 ，他心怀嫉恨，对普拉特百般刁难。普拉特和提比茨的第一次交锋便
开始了。提比茨对普拉特进行恶意的羞辱和攻击 ，普拉特奋起反抗，将他打倒在地，气急败坏的提比茨
召集同伙复仇，将普拉特吊在树上，想置他于死地。 就这样，普拉特在一个漫长的午后，脖子上套着绳
索，惦着脚尖踩在湿滑的泥地上，支撑着无法直立的身体痛苦不堪。直到日暮时，福特才匆匆赶来，砍断
了绳索。他告诉普拉特，提比茨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但却无力帮助。 这也是福特的伦理困境，他比任何
一个基督徒都宽容、高尚和公正，但由于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蒙蔽 ，他无法认清奴隶制在本质上的
错误。他深信不疑地认为“一个人可以占有另一个人，并将其视为私有财产 ”。 这种观念是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他只是自然地继承了而已。如果他在另外一种环境下成长，毫无疑问他会拥有截然不同的道德
观。他甚至故意忽略普拉特的真实身份 ，将他卖给木匠提比茨做其帮手，而这直接导致普拉特和提比茨
的第二次正面交锋。“我别无选择，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抗争 ”，甚至居然萌生了要杀死提比茨的想
法。但这时候，伦理禁忌便产生了： “如果我杀死了他，必然要偿命； 如果让他活着，我的命终究会成为
他复仇的牺牲品。”于是普拉特很快下定决心： 逃。为了摆脱猎狗追捕，普拉特拼尽全力跑了一天一夜，
最后筋疲力尽地逃到福特老爷家 。他知道怎样都逃不过奴隶制的天罗地网 ，因此只能逃去福特老爷家
寻求一线生机。但福特老爷无能为力，反而把他卖给黑奴终结者埃普斯。由于埃普斯残暴冷酷，普拉特
毫无任何出逃机会。在接下来十一年的痛苦挣扎中，碰上好心的加拿大白人贝斯才最终回归自由之身 。
同为基督徒，若是埃普斯能像福特老爷一样温柔待奴 ，或许普拉特的逃跑意识也不会那般强烈 。但事实
却截然相反，埃普斯的暴力使黑奴威利逃亡、帕茜惨遭蹂躏，普拉特一次又一次的出逃也被主人立刻觉
察中止。普拉特的伦理意识不止一次告诉他 ，要想摆脱备受奴役的日子，就必须坚持等待时机，这也迎
来十一年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出逃 。普拉特遇上痛恨奴隶制的加拿大白人贝斯 ，他替普拉特传信，最
终将普拉特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作为被上帝眷顾的黑人，普拉特终于踏上了他的回家路，完成了伦
理释放。对于普拉特来说，无论是逃跑或是屈身为奴，都面临着艰难的伦理困境。 逃跑，意味着他要面
临再次被捕，忍受更加残酷的刑罚； 隐忍，意味着他要放弃自由，忍受非人待遇，遭受不堪的身心折磨。
而普拉特最终完美地挑战了自己 ，在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坚守了那份人性伦理。

三、伦理意识： 生活书写
身为奴隶的普拉特，白天忍受身心折磨，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到夜里才敢把真正的“所罗门 ”拿出来
细细咀嚼。在漫长的奴隶生涯中，“普拉特 ”始终没有放弃自由的信念，他一直在伺机行动。“一直以
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到邮局 ，偷偷给我北方的家人或朋友寄一封信。”但是所罗门的行为受
到各种限制： “首先，主人不允许我拥有笔、墨水和纸； 其次，如果没有路条，奴隶是不能离开主人的种植
园的，而且如果没有主人的书面指示，邮局是不会为一个奴隶寄信的。”这些都体现白人霸权，也使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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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门的书写最富于文化反抗的意义 。没有墨水，所罗门熬煮白枫树皮； 没有笔，他从鸭翅膀上拔下一根
羽毛； 没有纸，他在去替埃普斯太太购物时偷偷地抽取一张 。万事俱备，所罗门在趁大家熟睡时，写下了
求救信，可是却因为所托非人被告密揭发 ，差点有生命危险。所罗门又再次跌入绝望的深渊，他不得不
烧毁那封耗费了大量精力并承载着无限希望的书信 。所罗门最后能重获自由，多亏了“心地善良，品德
高尚而又慷慨大方”的加拿大木匠贝斯，他冒着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为所罗门写了一封信，以此
对抗罪恶的奴隶制，为所罗门赢得自由。 书写的反抗功能和政治意义也由此得到体现 ，历史不该被遗
忘，要有正视的勇气。
不仅如此，“普拉特”重获自由，并且以“所罗门”之名在 1853 年写下回忆录小说《为奴十二载》。从
某种意义来说，《为奴十二载》所讲述的故事就是所罗门的“生活书写 ”（ life writing） 的产物。 从内容上
看，生活书写是对自我记忆和经历的记录； 从风格来说，它借用了“传记的模式，以及沉思和自白的文
［5］（ p21）
那么，所罗门持续借助书写要达到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
体”。
［6］（ p8）
“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 。”
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
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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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17）
依此来看，所罗门在重获自由后书写自己那十二年的人生经历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内
道德经验”。
心深处的伦理意识。正是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所罗门才勃发了强烈的写作冲动。 他希望可以借助书
写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追忆不堪回首的奴隶生涯，保存伦理经验，表达自己的伦理诉求，同时也是通
过书写，对罪恶的暴力政治做出旗帜鲜明的反抗 。
“我写的这本书，完全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我只想毫不夸张，毫不矫饰地来讲述我的人
生经历。”所罗门要讲的是一段伦理秩序混乱和伦理道德失衡的年代。 他从自由人沦为奴隶，被当做
“货物”来买卖，违背了人人自由平等的道德准则，折射出了一个伦理失常的社会制度 ，他对奴隶生活的
真实描述也使读者感到触目惊心 。1853 年一份杂志写道： “书中的语气比我料想的要温和得多。 一个
人生命中最好的十二年在如此奴役中度过 ，如果一味表达苦涩，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非常清楚自
己所遭受的一切，并没有过分夸大它。”实际上，“生活写作”的重要力量就是它的真实性。 在《为奴十二
载》中，残酷、悲伤中也有温情和光明。“人类为了表达自己的伦理意识，逐渐在实践中创造了文字，然
后借助文字记载，互相帮助和共同写作的事例，阐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从而把抽象的和随着消失
［4］（ p14）
在奴隶制还未废除的三四十年代，当时黑人文学还未兴
的生活故事变成了由文字组成的文本 。”
起，最多也仅限于黑人叙述文本，由于所罗门的独特个人经历，使得《为奴十二载 》在众多黑人自传文学
中显得独一无二。写完《为奴十二载》后，所罗门开始四处演讲，为废奴运动做宣传，听过他演讲的人回
［7］（ p367）
无
忆“他的故事充满着浪漫的冒险和痛苦的情感 ，他让我们对奴隶制的运作有了清晰的洞见 ”。
论所罗门以文字形式的“生活书写”还是以口头形式的“废奴演讲”，它们的本质都是在伦理意识的驱动
下，所罗门对自己生活经验的叙述与表达 ，并以文字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将万恶的奴隶制和暴力等级
秩序揭露出来，代表整个黑人民族进行伦理控诉，推动废奴运动的进程。为了缅怀所罗门的不幸遭遇及
其他身为奴隶的非裔美国黑人，萨拉托加温泉市宣布七月二十四日为所罗门诺瑟普日 ，这便是“生活书
写”的巨大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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