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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纪德的《田园交响曲》看人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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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纪德的作品《田园交响曲》进行文本分析，从而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宗教伦理道德与人类欲望

的矛盾斗争。人为了追求幸福，企图冲破禁忌，然而最终导致了个人命运和感情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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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1947 年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是因其“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 --- 

这些作品以对其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以锐敏的心理洞察

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纪德受家庭宗教教育的影

响，对《圣经》、福音书文本学习后产生浓烈的喜爱之情。

他的日记体小说《田园交响曲》创作于 1919 年，讲述了一

名乡村牧师收养盲女热特律德的由来。作品通俗易懂，采

用了散文诗一样抒情的语言风格，把故事情节和人的内心

斗争按照时间或者说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顺序一一娓娓道

来。平静的田园式的散文渐渐发展成了一首人物内心斗争

激烈交响曲。  

故事中，牧师想尽各种办法让热特律德接受教育，盲

女因此变得聪慧，牧师爱上了盲女，由于牧师的妻子阿梅

莉对热特律德的冷淡态度，牧师把盲女安排到小教堂继续

学习，热特律德进步非常快，牧师抽空和她一起散步聊天，

享受着这阿梅莉无法给与的宁静。牧师请来医生为热特律

德治病，热特律德眼睛能看见之后来到牧师家，阿梅莉脸

上的痛苦表情让她有罪恶感，并且发现自己爱的是牧师的

大儿子雅克并非牧师，于是借出去采花为由跳河自尽了。

读者没有预料到的悲剧结局，盲女本可以因为能看到外面

的世界而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什么让她选择了结束自己年

轻的生命？ “我已有打算，要记述这颗虔诚的灵魂成长的

全过程。我只想让她崇拜和热爱上帝，才把她带出了黑夜。

感谢主交给我这种使命。”（纪德，P91）是热特律德在牧

师家或者说小教堂所受的宗教教育让她觉得应该受到谴责

吗？那盲女和盲女的爱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呢？这种结局是

否又是对宗教对道德的非人性化的谴责？本文旨在分析人

的内心矛盾冲突以揭示出宗教伦理道德对人的限制，给人

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2．宗教束缚  

田园般的散文写法让故事从一开始充满了宁静和安

详，一切都那么美丽和善良，此时的“上帝”是仁慈的，善

良的。 “……十五年未见，也说不准小湖在什么方位，忽

见它披着彩霞，映现美妙的夕照，还真恍若是在梦中见过。”

（纪德，P92）“只见山坡上一间茅舍，若不是升起一缕炊

烟，真好像没有人住。那缕细细的炊烟，在暮色昏沉中蓝

幽幽的，升到金霞的天空里又染成金黄色。”（纪德，P92）

“我忽然憬悟到，上帝将一种职责摆在我的面前，我若是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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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就难免怯懦了。”（纪德，P93）牧师按照“上帝”的旨意

义不容辞的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孤儿。牧师感到了责任和使

命，应该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纪德把散文式的语言用在

小说中，读来优美舒畅，作为一个牧师自己写的日记，这

符合牧师的身份和他超脱世俗、都市喧闹的心态。当下，

牧师决定把盲女带走，带回家，在他看来，盲女没有意识，

因为她脸上毫无表情，是“一堆无意识的肉体，随便让人带

走”（纪德，P94）。因为是日记，所以作者能利用这种形式

记录下牧师的真实想法。此时牧师的内心感受是想用爱心

把盲女带向光明的世界。“主啊！这颗灵魂，囚在这不透明

的躯体里，无疑在等待您的恩惠之光照到它。”（纪德，P94）

牧师的职责就是履行“上帝”赋予的职责和使命，这时，宗

教的教导与牧师内心的想法是一致的，不存在矛盾，不存

在对宗教和“上帝”的质疑。 

日记体的形式明显是因为纪德想真实地记录事情的来

龙去脉和主人翁毫无保留的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作者无疑

是要勇敢的展示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或者说真实的内心

世界。“我特别注重真实，不能避而不谈我回到家要遭受的

灾难。”（纪德，P94）带着盲女回到家，就像牧师推测的

那样，他的妻子对他爱管闲事的习惯颇有微词。牧师没有

看到热特律德的变化和进步之前，对阿梅莉的态度是持理

解和宽容的态度，因为牧师肯定了一点，即阿梅莉是个善

良的女人。“我妻子还是上手帮忙了，须知她最自然的举动

总是最好的举动；不过，她的理智不断抗争，往往战胜感

情。”（纪德，P95）“最自然的举动总是最好的举动”，纪

德在此处已埋下伏笔，作者的观点已经悄无声息地在此处

冒出端倪。纪德赞成感情的自然流露，追求人最自然的行

动，即发自内心的欲望和想法，而不是理智战胜感情，相

反，纪德推崇人按照心灵的牵引去爱。这种几乎纵欲的思

想与牧师的宗教信仰之间应该是格格不入的。那作者想通

过描写这种矛盾的行为和思想来反映和揭露什么呢？ 

先来看看牧师对盲女热特律德的情感前后有什么变

化。首先他收养她的时候肯定是出于同情，是善良的举

动。“但是我出于天性，又基于道德原则，一贯这样行事，

根本不算计我一时冲动会增加多少开销（我始终认为，

计较花费违背福音书）。”（纪德，P99）他因为妻子对盲

女的歧视而反感，但是还是认为妻子为他的诸多善行付

出了很多，并恳请她这次也能帮助照顾热特律德。盲女

身上的肮脏惹恼了阿梅莉，其实也让牧师觉得恶心，但

是作为牧师，他又觉得有责任履行“上帝”的意愿。牧师

的善行让周围人信任他，把他当成好人。那牧师对待自

己的家人或孩子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大人以为他们

性情温柔，其实他们甜言蜜语，只想得到爱抚。”（纪德，

P99）这里的“他们”是指牧师的孩子们。天真可爱的孩子

在牧师的心里是这么自私，可见牧师的心灵也并不完全

美好，他的自我表白恰恰印证了他本人的自私，他没有

以宽容博爱的心来对待自己身边的孩子，所以他眼里的

孩子才会是自私的，孩子越大跟他越疏远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已经不爱家里的孩子们了，除非孩子们按照他的

意志去做事情。比如热特律德的问题，牧师觉得他的妻

子和孩子们都应该帮他照顾和善待盲女，不管愿不愿意。

这是给盲女施与“上帝”的恩惠。那除了家人，牧师是不

是对他人会有无私的爱呢？ 

暂时回到牧师对盲女的态度这个问题上来。牧师对盲

女施教十几天，毫无起色，盲女的愚钝让牧师心生厌恶之

情，甚至后悔当时把她带回家，所以已经表明牧师的关爱

并不是彻底的无私。阿梅莉却因为牧师对盲女的冷淡对盲

女越加照料。阿梅莉的嫉妒的确是牧师帮助盲女脱离愚昧

无知状态的一大阻力和障碍。这是婚姻家庭给人造成的限

制和束缚。 

牧师接受朋友马丹的建议，改变了教育方法，多让热

特律德靠感觉来学习。马丹比较悲观，认为人的五官感觉

给人增添了不少烦恼和罪恶，牧师不赞成，欣然同意执行

这种方法。牧师对盲女施教的投入，阿梅莉显然是不屑一

顾的，而盲女的进步让牧师安慰。热特律德的快速进步和

对诗歌音乐的领悟力让牧师爱上了这个心灵纯洁干净的少

女，对自己的妻子抱怨随之越来越多。当发现自己的大儿

子雅克偷偷去教堂找热特律德教她弹琴的时候，牧师找大

儿子谈话让他离开热特律德，认为雅克是在欺负一个不懂

世事的纯洁姑娘。牧师的虚伪立刻暴露无遗，牧师可以爱

热特律德，却要拆散她和雅克两个年轻人，理由是要保护

热特律德的纯洁。结果被活活拆散的一对年轻人该宗信了

天主教，雅克成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热特律德最后也忍受

不了痛苦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牧师显然是要完全占

有热特律德的世界，包括她的思想和感情，多么自私的欲

望。宗教信条让步于牧师心中不断滋生的欲望，他对妻子

阿梅莉的一切行为都觉得难以容忍，心中渴求着受着诗歌

和音乐熏陶的热特律德。这恰恰是纪德个人的真实写照，

纪德从小在家里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尤其是来自母亲的

严格要求。由于长期受到束缚，纪德一方面自身有了根深

蒂固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又主张人应按照内心的想法或欲

望行事，大胆张扬着喜新厌旧的自然心态。“真诚，对纪德

来说，并非只是率真，它更多在于不向自我隐瞒任何东西，

即使有些私密的暴露显得是丑闻，要毫不畏惧地揭示人阴

暗褶皱中深藏的自我。”（宋敏生、张新木，2010）纪德采

用的日记体无非是想把一个人的一切内心的秘密公诸于

众，纪德用艺术向世人宣告：这就是人。伪善成了牧师作

为男人真实的一面。 纪德没有采取枯燥的说教方式，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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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该听从宗教信条的指导，还是应该完全抛弃宗教，

去追求自己渴求的幸福，只是原原本本地把牧师的心理变

化逐渐地像《田园交响曲》那样慢慢演奏出来，在平静美

好的生活中大胆探索人性的恶。“一个伪君子的真面目至此

完全衬托出来。”（郑克鲁，1997） 

3．家庭伦理  

《田园交响曲》这个故事发生在牧师家里，涉及牧师

的妻子和儿子，妻子嫉妒盲女热特律德，因为牧师给予她

的关心和在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儿子雅克没有嫌弃热

特律德，主动抽时间教她音乐并对她宣讲新教的教义。在

牧师几乎想放弃教育盲女的时候，阿梅利却欣然接受照顾

盲女的任务。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阿梅莉辛勤劳作，生

活疲惫是肯定的现实。牧师忙于外面的事务，家里的劳动

任务很少分担。纪德没有把阿梅莉刻画成一个圣女，在家

任劳任怨，对于牧师的工作不叫思索地支持和推崇。纪德

采用的现实主义写法，阿梅莉尽着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和

义务，当看到牧师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热特律德身上时，嫉

妒的炉火控制了她的情绪，就像牧师的欲望控制着他的行

为一样。阿梅莉的世俗让牧师心生厌恶，“萨拉酷似她母亲，

因此，我很想把她送进寄宿学校。因为，我在萨拉身上只

发现世俗的兴趣：她效仿母亲，只关心平庸琐事，脸上没

有什么表情，仿佛僵化了，显露不出一点心灵的火焰。对

诗歌毫无兴趣，连书也不看；什么时候撞见她们娘俩，我

也没有听到我希望参与讨论的话题。我在她们身边，只能

更痛苦地感到我是多么孤独，还不如退回我的书房，我也

逐渐养成了这种习惯。”（纪德，P138-139）牧师在家里感

到了世俗的窒息感，回到书房，回到自己的世界，以逃避

家庭生活。“每次回到名为‘谷仓’的温暖氛围中，我感觉是

多好的休息、多大的安慰啊；假如一连两三天没有去，我

又觉得是多大的损失啊！”（纪德，P139）谷仓有热特律德，

她在那成了三个盲女的老师，教她们认字和做各种小活儿。

牧师对于谷仓却是心驰神往，因为那里充满了温情和爱，

没有任何世俗的要求和噪音。这是牧师逃避生活的借口

吗？这是真实的现实，牧师真实的心理状态，无论它是

否符合人情道德。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做丈夫的忙完了

外面的事情，回到家里，按理应该互相交流一天的忙碌

情况，分享快乐，分担压力和痛苦，这是理想美好的状

态，也是盲女在看不见这个世界时的一种状态。试想，

牧师和阿梅莉最初是不是能够达到这种你痛我也痛，你

忧我也忧，你快乐我也快乐的状态呢？我们想象中应该

是。怀着美好的愿望我们组建了家庭。繁重的家务让阿

梅莉唠唠叨叨，心胸也变得狭小，除了世俗的事务无暇顾

及其他。她为家庭作出了巨大贡献，牧师本来应该除了感

恩之外别无其他奢求。可是现实不是，家庭的伦理道德变

得似有似无。相比宗教信条的束缚，家庭的伦理道德更加

容易冲破。“迄今为止，她看不见我而一直爱我，可是想想

她要看见我了，这个念头令我坐立不安，简直难以忍受。

她会认出我来吗？有生以来，我头一回对着镜子惴惴不

安地询问。假如我感觉出她的眼睛不如她的心宽容，那

么深情，我该怎么办呢？……热特律德应当明天回来。

这一周，阿梅莉只向我表现她性情最好的方面，似乎有

意让我忘掉去住院的姑娘，并和孩子一道准备庆贺她出

院归来。”（纪德，P145-146）阿梅莉在期望牧师忘了热

特律德，牧师内心却极其惦记着小姑娘是否会依然爱她。

阿梅莉深情地注视着牧师，牧师却翘首以盼热特律德的

归来。家庭和义务已经退位给爱情，变成了颜色淡淡的

背景图。在故事的结局，热特律德安眠之后，牧师觉得

自己的爱情之水彻底干涸。“我多想痛哭一场，然而我觉

得，这颗心比沙漠还要干燥。”（纪德，P152） 

相比而言，家庭伦理道德对牧师的大儿子雅克有决

定性的影响。父亲的话可以辩驳，爱情只能留在心中。

“‘我爱热特律德，也敬重她，跟您这么说吧，我爱她和

敬重她的程度是一样的。我同您的想法一样，扰乱她的

心灵，欺她单纯无知，欺她双目失明，是卑鄙可耻的。’”

（纪德，P120）牧师以家长的身份迫使雅克从热特律德

身边离开了，阻止了两位年轻人的婚事。雅克的爱情迫

于家庭伦理的压力被窒息而死。 

4．盲女的死  

盲女从肮脏、愚钝到聪慧、宽容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情。没有哪一个盲人不渴望见到光明。可是结局恰恰是我

们没有料到的，热特律德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原因是什

么呢？先来看牧师的朋友马丹在给牧师提供教授热特律

德的“感受法”时说的一段话。“我只是想说明，人的灵魂

更容易，也更愿意想象美好、悠然自在与和谐，而不去

想象把人世高的乌烟瘴气、百孔千疮的放荡和罪恶。正

是这五种感官向我们提供情况，有助于我们放荡和作恶。

因此我认为，维吉尔的话‘自知其善’不如改为‘不知其

恶’，而‘其乐无穷’，这就教导我们：世人若是不知道罪

恶，那该有多幸福啊！”（纪德，P103）小说中反复出现

过“你们若是盲女，世间就没有罪恶了。”热特律德什么

都看不见的时候，想象的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包括大

自然的景色，包括人的情感。这个阶段的热特律德就像

一个懵懂的孩童，尚未触碰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罪恶。

见到这个世界后，她看到了阿梅莉痛苦的表情，发现自

己不爱牧师，爱的是雅克，她的心容不下自己的罪恶，

容不下时间的丑恶。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灵遭受到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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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性的打击，她太稚嫩了，太脆弱了。所以说盲女渴望

见到的光明底下是人间的痛苦和不幸。马丹的话被应验了，

盲女象征着那天真无邪的孩童。 

5．结语  

真实的生活和人性在纪德的笔下展露无遗，似乎只要

成为纪德描写的人物，纪德就把他或她置于矛盾体中。牧

师、阿梅莉、热特律德和雅克，都面临着人生的矛盾。人

的内心世界颇不平静，道德与欲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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