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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简·爱的归来
王曦

《简·爱 》的故事百年来就像一部少

女成长教科书，在家庭女性中代代相传 。

在没有网络分享的时代， 所有的阅读体

验依靠读者一遍遍重读、细读获得，也依

靠年纪和阅历的增长不断添加。

一如 NT Live 舞台剧版 《简·爱 》导

演莎莉·库克森所言，读《简·爱》，少年时

读到的是浪漫的爱情， 成年后读到了女

性主义、权利和自由。 简·爱是勃朗特有

限生活经验的一次集合， 作家把自己对

自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物身上 ， 导演

则把自己对自由的全部理解交给了舞台

和演员。

一

整个剧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冷 ， 浑

身收紧， 紧张之中酝酿着随时可能爆发

的情绪 。 灯光如豆 ， 热量匮乏 ， 就像

简·爱舅妈吝啬的爱 。 只能照亮局部的

光线是看不清人的， 每个人都只展示了

给他人看的 、 与人有限交流的那一部

分， 就像沼泽只展示它露出水面的那一

部分。 但是， 沼泽之下有暗流汹涌 ， 仿

佛地心的熔岩在寻找出口 。 这是社会变

革即将到来之前的人们 ， 简·爱 ， 还有

罗切斯特们。 乐观和勇敢就像微小的火

苗在燃烧 ， 它并没有很快地燎原 ， 但

简·爱珍惜和保护着火苗 ， 这是冰冷舞

台上唯一的火种， 它是热量的来源。

舞台不但冷 、 还很硬 、 粗粝 。 四周

垂下的帷幔飘动了， 就像北风从旷野上

吹过。 舞台中间用原木板搭成一个简易

的 “建筑组合 ”， 低缓的坡道通往一个

长廊， 连接着四四方方的平台 ， 黑色铁

梯攀爬四周 ， 生长出交叉的尖角———非

常简洁的哥特风格。 舅妈家和罗切斯特

家都隐藏着惊悚的气息， 社会文化的笼

罩也像尖顶一样 ， 无限拔高人的道德 ，

忽略、 压抑人的本性。 当年 ， 勃朗特和

全家人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牧师公馆 ，

就是位于陡峭山脊上的一间小石屋 。 放

眼所及， 四面尽是凄凉的荒野 ， 穿过旷

野的北风雕刻了简·爱的容貌。

这个简·爱不像勃朗特肖像那样白 、

幼 、瘦 ，而且是全程同龄 、素颜 ！ 但她读

《英国鸟类史》时顿挫，亲吻女仆时稚拙；

认识到第一个朋友时好奇 、 话痨又小心

翼翼 ；成为教师时 ，她脱下校服罩衫 ，向

坡道拾级而上，换了新的衣裙，因为智识

变得自信和内敛。 她还有点壮 ， 却正像

简·爱那样坚韧不屈。

对于喜欢原著小说的我，内心挣扎在

于，一方面不断地辨认舞台是不是“背叛”

了原著，另一方面又极力想要放空，获得

一个平行的、与原著互不打扰的简·爱。而

这颗焦虑的心最终被导演救赎。她不仅没

有选择贴近原型的外表，也放弃了复制台

词的苦劳。原著里诗一般的语言风格被保

留了，包括一些关键词，比如“撒谎”、“一

丁点的爱和温暖”等等，剩下的交给演员

自己去调节语言和动作的互补。

现场音乐和灯光都承担起了提示剧

情、 表现心理等等功能。 极简舞台对演

员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除了女主角 ， 其

他演员不断变换角色， 从男到女 ， 从儿

童到动物， 精准传神， 毫无违和 。 在摄

影机的帮助下， 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前所

未有地贴近。

导演把自由还给了舞台和演员 ，视

线透彻、走位流畅、演技丰满，新意连连，

一个剥离各种装饰走出了原著的简·爱 ，

对现代观众的意义非凡。

二

不强调故事的《简·爱》，将支撑点落

在了“史诗”之上。 从“it?s a girl”开始，她

被舅舅收养；到“it?s a girl”结束，她和罗

切斯特有了新的生命。这是一部女性成长

史，既不宏大也不复杂，始终在家庭和学

校这样的封闭环境中， 有限的生活和社

交。没有刻骨铭心的苦痛也没有盛大的悲

喜———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舅妈家的童

年生活谈不上孤星泪，寄宿学校里的青春

也算不了黑暗人生，长辈和权贵延续着公

序良俗， 尽管带着有色眼镜行为处事，但

也秉持着良知未泯的底线。舅妈临终前叫

回简忏悔自己的行为，也承认对她就是喜

欢不起来； 慈善学校收取每人 15 英镑的

学费，其实根本不够学校的运转；即使寄

宿生活严苛压抑，依然让她获得了良好的

基础教育，能阅读会画画，令见过世面的

罗切斯特也觉得还算可以。

这样平常的人生 ， 也会充满困惑和

挣扎 ， 令人烦闷找不到方向———连朱自

清先生都会有的成长烦恼， 其实是人生

常态。 导演在这一点上，开凿出了通往原

著的时光隧道。 勃朗特姐妹生活的时代，

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 但妇女地

位依然低下，简·爱有充分的理由去争取

更公平的环境和更好的生活 。 自一战后

女性走上街头承担了更多社会工作 ，一

百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

果生活舒适，今日之女性还要看《简·爱》

么，还需要勇气去追求自由么？就像她的

不断追寻，是因为现实所困，还是因为生

而为人的责任？

我深感这是导演稀释故事性的重要

原因 。 简·爱对自由的追求 ， 更多来源

于天性。 女黑奴劝简要顺从 ， 好朋友海

伦教她要忍耐， 都没有令她改变 。 童年

时的舞台光是红色， 挣扎冲撞 ， 少年时

变成了低暗沉闷的灰黄色 ， 人物情绪稳

定下来， 坚强起来， 把冲突小心翼翼地

藏在心里 。 那些多人对话的内心交战 ，

是她成长中学会的 “理智 ”， 但她从没

有压抑内心的冲动和好奇。

第一次感受到对自由的渴望，是当了

老师以后，她在周而复始的艰苦劳动中感

到疲劳，突然一扇窗出现。 也许是被窗外

照进的光亮吓到了， 她防卫地后退了一

步，稍微镇定后，才慢慢仰起头去观察。接

着，疲劳更快地出现，窗口再次浮现，这一

次她平静欣喜，凑上前去，准备一探究竟，

窗口马上消失。 循环往复的“你是，我是，

他是，她是，你们是，我们是，他们是，她们

是”终于让她忍无可忍，她闭上了眼睛，甚

至关上了耳朵，———够了！

日复一日的安稳像绳索越来越紧地

束缚着她， 她终于主动伸手推开去，“我

必须拥有自由，如果我不能拥有自由，那

我必须改变 。 至少给我一种新的苦役

吧！ ”此时的她，把“新的苦役”约等于那

个说不清的 “自由 ”，以为换个环境就能

得到改变。

离开熟悉生活的简·爱每次都是动

力十足。 可出发时的兴奋禁不起一站又

一站的颠沛 ，“到站”时早已筋疲力尽，出

走的目标再次变得模糊。 这很像普通人

的生活 ，跃跃欲试 ，半途而废 ；那些坚持

到最后的“完成”往往要经历无数次迂回

波折，付出远远超过预期。

很多人会在某个转弯时停下 ， 或者

被曲折磋磨了精神。 但简·爱每次整理一

番 ，都在重新出发 ，哪怕是盲目乐观 ，甚

至是逃亡版的 “20 先令能到哪里就去哪

里”，她始终保护着自己原动力，跑，不能

停！ 一次次出发让她有机会去勾勒心中

的自由 ，她渴望参与生活 ，参与人生 ，而

不是像摆设一样束之高阁。

窗外的世界 ， 曾让她感到从未有的

温暖，所有的烛光为她的到来而点亮 ，壁

炉为她一直燃烧，可爱的学生、善良的管

家。 如果她是因为环境而抗争的人，那又

怎会在一个如常的傍晚再次产生内心交

战：我应该感到快乐满足，但女人也需要

像男人一样发挥自己的才能 ， 有用武之

地，我应该把自己限制在做做点心，绣绣

枕套这类事情上么？

终于，她不得不承认，那个起伏的声

音不仅仅是因为舅妈和校长的冷落欺辱，

而是来自她内心的呼喊：“我要锻炼我的

思维，我想要被允许自由！ ”没错，她说的

是“to be allowed freedom”。 这时的简·爱

，离那个声音更近了，但是她还没有听清

楚，自由不是被允许，而是我可以。

三

是罗切斯特帮助她又前进了一步 。

如果说简·爱代表了新人类，罗切斯特就

是旧时代，他是被迫寻找自由的。患有精

神病的原配， 几乎就是拉他一起葬身海

底的巨石。 他以为游历世界能减轻这痛

苦， 然而唯一的帮助就是让他比年轻时

更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 他把疯人带

回古宅藏匿，供养终老，不负良心。 当他

遇到简·爱时，他敏捷地感受到了微热火

苗的温度，感受到了空气流动的风速。人

为什么可以一见钟情， 又为什么可以凭

感动生死相许 ？ 因为简·爱要锻炼的思

维， 罗切斯特已经在痛苦的人生中锤炼

千百遍了！ 他迅速地爱上了这个门不当

户不对的人。

罗切斯特几乎要熄灭对生活的愿望

时，简·爱重新点燃了他，而简·爱在渴望

自由却无计可施的状态里， 遇到了罗切

斯特伸出的手； 从不同方向走来的两个

人 ，并肩站到了一起 ，穿越生死 ，站在上

帝面前对话，这是他们一起前行的条件。

可简·爱真正到达自己内心是逃离

般出走后， 贫困交加中， 她才明白自由

与危险相伴。 获得好心的救济 ， 她心存

感激， 但也很快理解， 自由的边界 ， 权

利和责任的关系。 所以， 她理智地拒绝

了圣约翰的邀请。 小时候翻阅 《英国鸟

类史》 读到那段 “北极燕鸥 ” 时 ， 竖琴

演奏出琶音， 轻快飞扬。

“北极燕鸥经常出现在独立的礁石和
岬角处，……大西洋的洋流在那里汇入霜
雪堆积的北冰洋海域……形成大片冰层，

包围着北极和它死白的疆域……它死白
的疆域……小鸟在冰层上盘旋，掠过黑暗
的海浪……飞啊，飞啊，飞啊……”

这不就是对自由的注解么？ 自由，不

是在真空环境里为所欲为，有惊无险 ，而

是要在真实的巨浪里搏斗 ， 学会判断危

险、学会求生技巧， 与潮水共涨落，与浪

花追高低，没有停歇的时刻。 一个怕受伤

就不敢出击，怕被孤立就保持沉默的人 ，

是永远没办法体验到真实的生活的。

娜拉选择出走，简·爱选择归来。

四

简·爱的归来，让我想到了美国女作

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 《小妇人 》。

2019 年由演员西尔莎·罗南饰演的乔 ，

在片尾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 ， 她最后

有没有结婚？ 蒙太奇镜头让观众分不清

楚乔去火车站追教授是出版社编辑的意

图还是乔的真实行动。 在这两本小说发

表后的一百多年里， 我们在不同时代各

种版本的改编里看到了对女性独立的支

持，但它们似乎渐渐又变成了一种声音。

罗南的这一版本，让我们意识到 ，女

性独立不应该被囚禁在不婚主义里面 ，

结婚也可以独立， 真正的独立是不在意

去谈论这些。 因此， 当我们长大后再看

简·爱的回归 ，就可以明白 ，这不再是从

前译者序中所言的、 两个人经过变故势

均力敌的原因。 回来，因为爱情，也因为

自由，不是被许可，是主动把握和权衡。

“it?s a girl”，———一个天性强韧的

女孩 ，再次的 “it?s a girl”，成为一个更

加丰富的女人 ， 是主动选择后的质朴 、

接受打磨后的刚强 、 经过历练后的谦

逊， 就像所有与自由匹配的文明 ， 都需

要时间的积累。

导演把自由还给了舞台和演员，视线透彻、走位流畅、演技丰满，新意连连，一个剥离各种装饰走出了原著的简·爱，

对现代观众的意义非凡。

如果生活舒适，今日之女性还要看《简·爱》么，还需要勇气去追求自由么？ 就像简·爱的不断追寻，是因为现实所
困，还是因为生而为人的责任？

《简·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