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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美国野明星冶作家苏珊窑桑塔格的八幕剧叶床上的爱丽斯曳是她毕生最重要的一部剧作遥 剧

本关注史实人物爱丽斯窑詹姆斯困居病榻的悲剧一生袁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桑塔格其人对疾病主题
的人文关怀遥桑塔格力求通过剧本创作帮助病者摆脱从生理性疾病向精神性缺陷转移的定势袁具有
深刻的医学人文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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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园 年代起一直是美国文坛耀眼的明星袁 她在文学尧
文化尧摄影等领域的建树成功将其打造成了一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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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冶袁也是桑塔格医学人文精神的反映 咱圆暂遥

一尧奔涌的疾病想像

识界的偶像遥 然而袁偶像的一生崎岖坎坷袁源园 岁出头

文学对于疾病的考量袁 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关注

查出晚期乳腺癌接受乳房切除术袁年逾 远园 罹患子宫

人物生理受苦这一自然事实袁 更兼顾罹患苦难的深

肌瘤进行手术化疗袁苑员 岁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袁

层社会成因袁 并逐渐形成了疾病书写的多重象征意

同年病逝遥

义遥 圆园 世纪关于癌症的附魅起势汹涌袁不同于英国

三十多年的疾病苦痛从未使桑塔格停下追求艺

浪漫派诗人济慈所患的结核病被视为生性细腻尧缠

术的脚步袁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袁她将自己的患病体

绵情感的被浪漫化了的疾病袁 癌症患者则被认为人

验付诸笔端袁文化批评延伸至医学领域袁著有批评文

格拘谨袁激情内化袁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遥

集叶疾病的隐喻曳袁进而强调此举目的在于野平息想

容易患上此病的人是心理上受挫袁遭受压抑袁不能发

像冶遥关于疾病的想像与由疾病引发的想像会导致患

泄自己的人遥 桑塔格在叶床上的爱丽斯曳中力求达到

病群体对自我的贬低与否定袁妨害病者的治疗与康

的就是关于疾病想像的祛魅遥

复遥 桑塔格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并在其多部小说尧
文论中提出了关于疾病尧生命与死亡的探讨袁竭力为
病者平复疾病想像遥 桑塔格曾自述道院野我感觉我整

叶床上的爱丽斯曳在重塑詹姆斯家族历史片段的

同时展示了 员怨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活的真实
写照遥桑塔格避免简单地重复与记录历史故事袁和谐

个的一生都在为写叶床上的爱丽斯曳做准备遥 冶咱员暂此剧

了历史细节尧人物思想和疾病意识的揉融遥野床冶凸显

主人公爱丽斯窑詹姆斯是美国杰出小说家亨利窑詹姆

在剧名中袁野床冶更是全剧的中心袁那么这张床仅仅是

斯的妹妹袁 这位真实的历史人物终年卧病在床袁源圆

一件供人休息的普通家具吗钥 桑塔格提到戏剧和女

岁时不幸患上乳腺癌遥 许是有着相似的命运袁桑塔

人的关系时这样说过院 如果非得让一个女人从头到

格在其本人也罹患癌症的特殊状态下表现出了对病

尾地出现在舞台上袁几乎是不现实的袁因为袁舞台的

者爱丽斯的特殊情愫袁展现了野人性超越本我的尺

中心始终为男性所占据袁而欲突破这一窠臼袁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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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就是让她躺在舞台中央的床上袁无法行走袁这也

现出来遥冶这个世界是爱丽斯在她的生活中从未见到

就意味着她必须是一个身患重疾的残疾人遥

过的遥 当她遭遇了衣衫褴褛身有残疾却依然坚毅地

据此袁这更是一张病床袁是爱丽斯主要的生活场

活下去的孩子时袁她听到了强烈的悲伤的呼唤袁看到

所袁是她与兄长交流的地方袁是她幻想着与狄金森尧

了这个社会不是只有她因为疾病困居现实袁 还有那

玛格丽特尧昆德丽和米尔达等历史或艺术创作中的

些生活在城市最底端的穷苦民众遥 罗马的意识之行

女伴聚会的天地遥 在剧本前序中袁桑塔格开诚布公

是爱丽斯的进步之路袁 她在无声的思想世界里导演

地说这部剧展示的是野精神囚禁的事实袁想像的大获

着内心澎湃的激情袁 用心而非用眼去感知罗马悠久

全胜袁但想像的胜利仍嫌不够遥 冶如何帮助缠绵病榻

的历史尧伟大的文化和悲凉的世间百态袁同时也成就

的爱丽斯平息疾病想像尧走下病床袁便是桑塔格在这

了自己在现实中勇敢对抗疾病的决心遥

部八幕剧中践行的探索之一遥

纵观全剧袁爱丽斯的想像占据了极大的篇幅袁这

莎翁名作叶哈姆雷特曳中有一个普世的哲理命

正是桑塔格的高明之举袁一次次想像的完胜袁一次次

题院生存还是死亡袁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遥 对于这

现实的溃败袁桑塔格引领着读者实现野平息想像冶的

个问题袁爱丽斯一生都在询问亲人袁拷问自己遥 史实

创作目的遥野当一个年轻的夜贼要要
要他代表的是那个

中的爱丽斯 源圆 岁患上乳腺癌袁然而她 员猿 岁时就曾

压根就顾不上什么心理病患这种资产阶级奢侈品的

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袁并告诉了父亲遥 野我已经爬到了

世界要要
要闯入爱丽斯的病房时袁 这次货真价实的对

丽斯一直在抑郁中成长袁兄长声名卓著袁自己有着相

童开展的交流在现实中的夜贼身上得以实现遥 两人

似的才华却得不到认可和发挥袁身体上的病痛和精

的对话由闲聊男青年的日常生活尧 家庭状况以及指

神上的抑郁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遥 正如桑塔格在小

导他拿走哪些贵重物品组成袁面对偷窃袁爱丽斯的反

说叶死亡之匣曳中拟化的主人公迪迪渊阅蚤凿凿赠冤一样不

应非常怪诞尧异于常人遥细究其心理袁有三点可循院爱

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活着袁因为野活着和有生命可不

丽斯在梦境中是同情那个残疾乞儿的袁 眼前真实的

一样遥 有些人就是生命本身遥 而有一些人袁譬如迪

夜贼也是迫于生活的疾苦才干起了偷窃的行当袁野我

迪袁只是寄居在自己的生命里遥 冶 爱丽斯由于患病

妈统共生了十七个不过死了几个遥 我们只剩下十一

顾起居的护士袁因此更加期待兄长的探望袁这在深层

楚袁爱丽斯因此而极愿施予帮助遥 在弗洛伊德看来袁

树顶再没有去处了遥 冶野绝望就是我的正常状态遥 冶爱

咱猿暂

将自己从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袁每日所见的只有照

决将这出戏推向高潮遥冶爱丽斯梦境中无法与残疾孩

个遥 冶 看似轻松简单的一句话潜藏着青年无尽的酸

次上隐射了病者的生存境遇要要
要一旦罹患癌症袁就

野女人给予礼物袁却很少想到回报遥 耶慷慨大方爷是女

亲人造访是否真的可以为爱丽斯带去抚慰钥 答案是

敞开心扉去热爱关心他人袁 允许心理深处的他者活

否定的遥 爱丽斯自觉所受的抑郁来自于兄长才华的

跃地存在遥 冶咱源暂爱丽斯并没有觉得夜贼的到来对她产

会遭受外界荒谬的厌恶袁经历自我骤减的痛苦遥 但

压制袁兄长也认为野在某种意义上她悲剧性的健康对

性的特点袁因为她们没有阉割威胁袁这使得她们能够

生了什么困扰袁反而自己的慷慨让她野今晚感觉很强

于她的人生问题而言恰是唯一的解决途径要要
要因为

大袁心胸开阔冶遥此外袁在法语中野增燥造藻则冶一词既有飞翔

它正好抑制了对于平等尧相互依存云云所感到的哀

的意思袁也有偷窃之意袁爱丽斯饶有兴趣地与青年谈

痛遥 冶至此桑塔格含蓄地鞭挞了爱丽斯与亲友都将

论着关于野女贼汉冶的问题袁野可女人为什么就不能爬

的起势与疾病想像的滋生遥 因此要匡救爱丽斯的命

在她的思想里袁这是一种在现实中对抗疾病尧放飞自

罹患疾病的自然现象付于文化诊断袁放任疾病附魅

墙上屋呢钥 我可以想像一个女人爬墙上屋的情形遥 冶

运有赖于帮助她重拾理性袁经历现实生活的冲撞从

我尧 平息想像的方式袁 因而她并不将此视为一种罪

而警醒遥

恶遥

二尧平息的自由飞翔

对于爱丽斯来说袁 与窃贼相遇的这一晚没有压
制她的外在因素存在袁 没有激发疾病想像的诱因存

无论是与父亲在幻想中的对话还是人鬼同台的

在袁她很难得地呼吸了一些清新自由的空气遥在夜贼

一出疯狂茶会都不能使爱丽斯战胜病痛袁摆脱病床遥

离开之时袁爱丽斯甚至承诺自己不会向警察告发袁并

睡梦中爱丽斯只身游历了罗马袁野在那里袁她不仅在

真诚地希望他金盆洗手做些有意义的事袁 这让男青

想像中得到了自由袁而且还要承受在她特许困居的

年顿生感激之情遥 剧情发展到这里达到了高潮也接

那个世界之外的历史的分量以及外部广阔世界的种

近了尾声袁这一幕拓宽了戏剧反映生活的视野袁丰富

种恼人的要求袁这由一只手有残疾的孩子形象地表

了戏剧内涵院 资产阶级与穷人两个等级间可以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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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善良的本性达成沟通与交流袁爱丽斯也因此而

了叶死海搏击院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曳袁回忆录中提

激发起对生命欢悦的情感体验袁对于病痛的关注也

到在桑塔格住院化疗期间的一篇日记里袁 她要求自

在现实的交往中暂得转移袁首次成功地走下了病床遥

己野开心尧清心尧静心冶袁接着还写了一句院野在忧伤之

这正是医学人文价值野求真尧崇善尧尚美尧达圣冶的体

谷袁展开双翼遥 冶咱远暂这岂止是桑塔格对自我的勉励和

现 咱缘暂遥

总结袁她笔下的人物袁她的爱丽斯又何尝不是呢钥

三尧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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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藻则 澡怎皂葬灶蚤泽贼蚤糟 糟葬则藻 贼燥 泽蚤糟噪 责藻燥责造藻援 陨灶 贼澡蚤泽 愿鄄葬糟贼 责造葬赠袁杂燥灶贼葬早 贼则蚤藻凿 贼燥 葬遭葬贼藻 蚤皂葬早蚤灶葬贼蚤燥灶泽 葬灶凿 糟燥灶灶燥贼葬贼蚤燥灶泽 燥灶
蚤造造灶藻泽泽袁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灶早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泽蚤糟噪灶藻泽泽 遭藻蚤灶早 贼则葬灶泽枣燥则皂藻凿 贼燥 皂藻灶贼葬造 泽蚤糟噪灶藻泽泽袁藻皂遭燥凿赠蚤灶早 责则燥枣燥怎灶凿 皂藻凿蚤糟葬造 澡怎皂葬灶蚤贼赠
增葬造怎藻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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