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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的迷航

——试从声音的对峙窥视《格萨尔王传》和

《荷马史诗》的永恒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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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传》中，都有两重声音对峙交织在整个文本里，有创作者

和人物的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碰撞对话，也有人物自身的矛盾对话，正是这些对话推进了

故事的发展，把最终的态势引向了寻求史诗的共同模式：经历一番艰难抉择，尝试无数痛苦的

征程，最终实现心灵或现实生活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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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王传》的研究热潮是在20世纪

80年代后掀起的，这部西藏古代社会的百科

全书，吸引了多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们或从

修辞民谚的角度，或从宗教的角度，或从神话

原型的角度，或从英雄的伦理和道德的角度，

分析了这部世界最长的史诗，丰富了对《格

萨尔王传》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以

孤立的角度来考察，忽视了与国外其他史诗

之间的比较，特别是像与《荷马史诗》这样的

西方经典史诗之间的脉络关联。

一、创作者与人物的对话

作者本是隐藏在作品背后，统领着整个

文本的进程，作品里的人物也本是服从创作

者安排，顺应创作者意愿行动。人物就像是

创作者的传声筒。但史诗中的人物也会有

自己的观点，也可能背离作者的意愿独自行

动，遇到这种情况，史诗的创作者就不得不跳

出叙述的框架，到文本中直接和人物对话交

谈，把脱离框架的人物行动拉回到既定的框

架中去。如《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在降服

魔国后，被梅妃用加了药的酒迷惑了心智，忘

记了回家乡的征途。

整天在九尖魔宫里，

坐在白莲花宝座上，和秦恩下棋，

与梅萨、阿达娜姆二王妃饮酒唱歌，寻欢

作乐。[1]

与其说是梅妃的阴谋，不如说是格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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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内心在寻求这样一个远离战争，悠闲

度日的生活，那预知世间一切的格萨尔又怎

会不知道那献上的酒与食物里隐藏着梅妃的

阴谋呢?!格萨尔大王喝下了被梅妃加了遗

忘药的酒，任他的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中，任自

己的妻子被人强占，任等待的心一次次失望，

三年又三年。如果叙述依然这样继续，那将

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此刻，创作者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了，他必

须要让人物进入他规定的轨道。他便借用珠

牡的声音，向格萨尔王发出请求：

南赡部洲的格萨尔王，

诞生在人们羡慕的地方；

降伏了妖魔应返回故乡，

不应终生留在魔城亚尔康。嵋j

然而，格萨尔大王遗忘的意识却是那么

强烈，他忽视了那甚至来自创作者的言语，选

择继续忘却。

这一次叙述者不得不直接发出呐喊，宝

驹江噶佩布的忽然歌唱，显然就是创作者直

接发出的警告：

如今魔国已经归顺，

百姓们有食又有衣；

王妃珠牡被霍尔掳去，

天大的灾难笼罩着岭国。

霍尔的罪孽已经满盈；

现在是降伏仇敌的时机。【j o

作者的声音让格萨尔的心里像开了一扇

窗户，他又变得心明眼亮了，他决计不再耽

搁，立即返回岭国去。扭转了局面，打破了这

个僵局，故事得以继续前行，作者功成身退隐

藏到作品背后了。

《荷马史诗》中，奥德赛(Odysseus)在回

家的旅途上，总有两个声音此起彼浮，一个用

各种方法诱惑他去遗忘，一个却在暗中相助

让他保持着对回家的记忆。Ho其实，那个暗

中相助的声音就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创作者

的声音。

刻尔吉的药酒任何人都无法不受迷惑，

是一经牙关就无法抵制的。奥德赛的伙伴们

经受不住诱惑，在饮酒后变成了猪身，再也不

能继续归程。原本奥德赛也难抵药酒的诱

惑，难逃厄运的摆布。但为了不让作为主人

公的奥德赛变成猪身，导致故事尴尬结束，作

者就不得不变成从天而降的执金节之神赫尔

默(Hee瑚o)，挡住了去营救伙伴的奥德赛的

道路，几乎直接与人物说话：

我敢说连你自己也不会回来，你会同他

们一起留在那里；

现在我要救你脱离这场灾难，

你要拿着这棵珍贵的药草去，它可以帮

助你抵抗邪恶势力。"1

那是凡人很难采到的摩吕草，抵挡了奥

德赛被变成猪身的命运，解救了伙伴，重新走

上回归的道路。

事情发展至此，也许读者不得不思考，为

什么史诗中的人物会违背创作者的意愿行

动，会不配合叙事既定轨道前行，让作者一次

次跳出故事框架与其对话。其实，在史诗故

事中的英雄也有凡人的脆弱，面对深重的灾

难他们也有过退缩。

面对神灵的预言和新的征服任务，格萨

尔有三次选择放弃，他装聋作哑、心生埋怨：

降伏一个敌人，又出来一个，好像没完没

了：

宝马的气力，不能永不衰竭；

岭国的兵将，不会永远精良。【6 J

作为神子，格萨尔的下界人世是因为前

世许下的宿愿，直到征服人间妖魔，世界和平

他才可再次以神子之身返回天界，也才能实

现自己的回归之路。但是征战的过程困难重

重，无法降服的妖魔嚣张狂妄，忠诚的将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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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牺牲，计谋和幻术的比拼费尽心血，厌倦了

尘世征战之苦的格萨尔甚至变成了他8岁的

小孩身躯打算像一缕炊烟升上天空。

奥德赛注定要在狂暴的大海上受尽磨

难，虽然他一心一意地想念家乡和妻儿，但是

当他看到“东风和南风互相撞击，锐利的西

风和霜气所生的北风卷起的巨浪”时也不免

心惊手软，慨叹自己的倒霉命运。

苦难的境遇折磨着史诗中的人物，在灾

难面前他们显示出了人性的软弱。如果不是

创作者多次幻化成他人的声音或形象出现，

这些英雄们将不知何去何从。

那白螺似的白马上的天父白梵天王时而

在一片祥云中现身，时而化作蜜蜂在格萨尔

耳边嗡嗡，那驾着彩云在香风中出现的天母

朗曼噶姆，手持明镜的天嫂郭嘉噶姆，还有以

金翅碧玉蜂出现的妹妹妲莱威噶，总是热切

地关注着下界的神子格萨尔，在每次征战中

告诉他破敌的方法和计谋，安排将士的调遣，

提供杀敌的武器和法宝，从而尽量避免了部

队的伤亡。

奥德赛也不是被彻底遗弃的人，独目巨

人(Cylopes)洞里的那只爱独居的长毛公羊，

走进洞穴的目的就是让奥德修斯攀附在它体

下逃出波吕菲谟的掌控；纤踝的伊诺拨光了

奥德修斯的衣服，用一张面纱解救他被淹没

的危险；甚至那不知道姓名的河神也助奥德

赛挡住了波涛让其安全上岸。

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

在《格萨尔王传》和《荷马史诗》中还有

一种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不过，这个

“对话”不像作者与人物之间是采用言语的

方式来表达、交流，而是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

命运或行为的比较，这些比较可能是相互映

衬，也可能是互相反驳，以此实现在比较中达
96

到人物间对话的目的。

《格萨尔王传》中晁通的一生都在追求

美好，这个美好于他而言就是女色的拥有。

“晁通见了美貌的姑娘，就像脚底生了根一

样挪不动步。如果能把她们都娶过来，那，那

才不枉活这一世。”最初他同格萨尔大王争

夺珠牡，因为轻敌失去了藏地最美的女子也

失去了王位，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

追求，在预言说他可以娶门国美丽的公主梅

朵卓玛时，他不无自豪地夸饰自己：

女人的性情我早知道，

不光看头发白不白，要看能不能像公羊

一样斗起来；

口中没牙也不要紧，会像羊羔一样来接

吻：

脸上有皱纹没关系，姑娘缠着我的脖子

像树枝，

没有人说不爱我晁通。"o

哪怕青春不再，也无法熄灭他对美丽女

子的热爱和渴望。我们无意去斥责这个贪念

美色的人，他的性格已经注定了无法抗拒女

色，“晁通王不甘寂寞，一看那女子面若莲

花，身若修竹，邪念顿起”【8]我们又怎能去苛

求他扮演一个心如止水的君子呢?所以虽然

他被人嘲笑：“六十二岁的老翁还想娶年轻

的姑娘，真是越老越没出息了。”但是他却从

不放弃任何一次娶得美人归的念头。为了得

到大臣丹玛的女儿，他甚至引起了岭和大食

国之间的战斗；为了得到秦恩的妹妹，他不惜

违抗格萨尔大王的命令。

《格萨尔王传》里的梅萨为自己的丈夫

安排过死亡的道路，虽然书中说她本是格萨

尔的妃子，被魔王鲁赞抢走，但是从她自己的

口诉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最初本来就是魔

王的妃子：

幼时是父母亲的娇女，长大后做了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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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赞王的妃子；

自从鲁赞被格萨尔降伏，我被带到岭国，

做了格萨尔大王的妃子。p1

但在格萨尔到来的时候，她用计谋骗鲁

赞说出了他自己和姐姐以及大臣们的命根

子——寄魄物，帮助格萨尔消灭他们。

《荷马史诗》里的帕里斯因为神谕说会

给特罗亚带来灾祸，因而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这个被母熊喂养大的俊美健壮的孩子学会了

恣意地享受生命，享受美好人生给与他的一

切，包括爱欲和美色。“他(帕里斯)无意娶

别人的妻子为妻，但命运安排他和海伦的相

遇。”¨叫在看到海伦的那一刻，他无力阻止自

己不去欣赏不去爱慕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

子，他必须得到海伦才不枉自己那正绽放的

生命。于是战争因为他的这一私欲而爆发

了，虽然他曾试图和墨涅拉俄斯单独决斗以

解决这场灾难，但是神的意旨让他失败了，面

对着不得不归还海伦的结局，帕里斯选择了

违抗诺言，哪怕落得被后世人骂作“无耻小

人”，他也要坚守自己最后的尊严。

克吕泰尼斯特娜(C1ytaemestra)在《奥德

赛》里一直是被人误解的人物，因为她谋害

了自己的丈夫，便被冠以不坚贞的罪名，任后

世妇女唾弃。当埃吉斯陀(Aegisthus)用甜言

蜜语引诱克吕泰尼斯特娜时，最初她是“拒

绝这种可耻行为，她的心是纯洁的”，Ll川她也

像后来被阿伽门侬赞赏的潘奈洛佩一样，坚

贞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但是她最终还是改

变了主意，因为她没有忘记当初为了胜利出

军特洛亚，阿伽门依杀了自己的女儿作为祭

献神灵的牺牲，她燃起的仇恨之心为阿伽门

侬播下了死亡的种子，她和埃吉斯陀一起

“象人在牛底里杀死一头牛”L12o那样杀死了

阿伽门侬。

晁通和帕里斯崇拜爱欲，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引发战争，他们相似的行为在互相映衬

下是彼此对爱欲和美色的认可之言。而关于

梅萨和克吕泰尼斯特娜，她们之间的话语却

要复杂得多，在对自己丈夫的谋害上，她们有

共同的言语；但对于最终的命运，她们却诠释

着完全相反的语言：克吕泰尼斯特娜杀死阿

伽门侬并阻断了阿伽门依的回归，她最终成

为不坚贞女人的典型，背负着恶名在地狱的

黑暗里哭泣；梅萨在降服妖魔的战斗后，伴随

在格萨尔身旁返回天界。

三、人物自身的双重对话

如果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么人物至少

还可以心安理得。可作者偏就给他的人物安

排了两条道路，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无可指

责，这就让人物的选择陷入了难以定夺的境

地。是顺应肉身的需求还是追寻那圣洁的魂

灵，以什么来判断选择，即便选择了又会不会

后悔?人物无从知晓。他们挣扎在选择的两

难里，一遍又一遍地和自己对话，为自己的选

择辩解着。

美丽的珠牡因为那为世人惊羡的容颜，

引发了霍岭大战，造成了两国无数将士和百

姓的牺牲。珠牡清楚地知道自己带来的灾

难，虽然她也想为格萨尔大王守身如玉，但是

她却不得不顾全大局，为了避免两国更大的

伤亡，她选择进了白帐王的宫殿。在那段屈

辱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她和白帐王是否有

了感情，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生下

了一个小王子。

正是这个小孩让她后来面临着更艰难的

选择，最后被格萨尔王解救的珠牡却心乱如

麻：

大王呵，求你答应我把他带走吧。他虽

是白帐王的骨血，也是我的亲生子，是我身上

的一块肉，现在还未断奶，离了妈妈，他是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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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的。【n]

是跟随格萨尔离开恢复其空行母的神

圣，还是本着人母的心带着她还在吃奶的孩

子?这是“魔王的孽种”，生下来就注定要死

去的孩子，但作为一个母亲珠牡又怎么能忍

心呢，她默默祷告：“但愿有人能抚养他，别

让他饿死。’’¨4 o

阿基琉斯的母亲早就告诉过他这一生命

运的两条路：参加特洛亚围攻，可以赢得不朽

的好名声，但却不能回到家乡；拒绝参战将得

不到好的名声但不至于死于短命。

生命和荣誉，阿基琉斯都无法拒绝，在远

离战场的日子，他却在翘首观看着战场上的

动静，这是他对荣誉的渴求。然而生命也是

美好的，阿基琉斯对生命是这样赞颂的：

哪怕是那富丽的伊力翁在阿开亚人到来

前的和平日子里所有的那么神话一般的财

富，哪怕是那峻岩的皮托地方射王阿波罗的

大理石庙门后面堆藏的宝物，都比不得人的

生命。[15]

即使死后，在哈得斯威武地统率着鬼魂

的阿基琉斯也依然流露出对生命的眷念，

“我宁愿活在世上做人家的奴隶，伺候一个

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刮

阿达娜姆虽是魔国公主，但是自从她做

了格萨尔的妃子，就跟随着格萨尔大王南征

北伐，帮助大王降服四方妖魔。当阿达娜姆

死后进了地狱才发现自己双重身份的尴尬：

脸上部好像少女，能压伏百个女儿身；脸

下部好像青年汉，能压伏百个男子身；口不净

冒着血肉气，手不净恶臭实难闻；上身好似黑

鸟翅轮廓，下身笼罩着罪恶的黑影。

这个身躯是矛盾的化身，一半是善良纯

洁的一半是阴暗邪恶的。阿达娜姆右肩上的

白色小孩是这样陈诉她的善的一面的：

我是这女人的同来神，她是阿达娜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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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肉食空行的化身，格萨尔大王的妃子，

做过无数善事情。因此请你把她向极乐世界

接引。

但是在生前隐藏起来的恶的代表——黑

色小孩——却是另一番陈词：

我是与阿达娜姆同来的魔，她是九头妖

魔的后人，三岁起杀生，杀死过多少鸟雀和畜

生，鲜血染红了崖顶；⋯⋯曾杀过长发的妇

人，不理会乡民说纷纭。这样的女人怎能被

超度，阎罗王决不能饶恕她的恶行。”m1

这样一个善恶的共同体，应该把她迎向

天堂还是投下地狱?她应该因为自己的善举

而享受极乐世界，还是该为自己的恶行在地

狱里经受苦难?身躯只是装载善与恶的场

所，它们已经永远存留在了这个人的灵魂里，

谁也无法挣脱它们的纠缠。

四、史诗的模式：永恒的回归

当我们聆听完了所有的声音，在这些嘈

杂的音响里，终于听明白了他们争吵和述说

的意旨，那是一个关于永恒回归的故事，是史

诗世界和谐的秩序。

(一)回归家乡：地位、身份和荣誉的重

获

格萨尔的回归实际上就是神子身份的重

新确认，就是完成夙愿后再次返回天界。这

种回归是受难性质的，类似于基督耶稣为解

救众生而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格萨尔

以神子之身降l临人世，为着实现人间的和平

与安宁，为了降服世间的一切妖魔和祸乱。

81年南征北战，格萨尔先后征服了魔国

鲁赞、霍尔白帐王、姜国萨丹、门域四魔、大食

王赛赤尼玛、索波莽吉王、碣日国达泽赞布、

祝古王宇杰托桂、卡契尺丹，米努女王达鲁

珍、雪山拉达克王旋努噶布、梅岭朗如、伽域

魔君等。在战争中，格萨尔也失去了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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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嘉察、臣子辛巴梅汝孜、侄子拉郭等，妃

子梅萨和珠牡被抢夺为他人之妻，还有那被

迫在地狱里受苦的母亲郭妃娜姆和妃子阿达

娜姆，格萨尔体验了作为一个人所必须经历

的生死别离，伤心痛苦。

最后终于完成大业，“格萨尔的躯体缓

缓向空中升去。左右侍立的二王妃珠牡和梅

萨，也告别了姑娘们，随大王升到了黑白云相

接的天界。”_l副实现了最终的回归。

奥德赛是回归得最难的一个人物。因为

得罪了天神，奥德赛在卡吕蒲索的岛上被滞

留了20年之久，直到雅典娜再次想起自己曾

经宠爱的人，他才有了返回家园的机会。但

是他因为得罪了波塞冬，在归途上也不得不

再次经历苦难。就算是回到了思念的伊大

嘉，那被蒙上了一层薄雾的家乡在奥德赛的

眼里竟是那么陌生，以为自己又来到了什么

不知名的种族地带。

回归了家乡，对奥德赛而言还不是真正

的回归，还要实现权力和身份的回归。奥德

赛伪装成乞丐进了自己家，直到最后他杀了

全部的求婚者，还得要接受妻子的考验，如果

不是那婚床的秘密——那就着橄榄树根制成

的无法拖动的床，他恐怕不能让潘奈洛佩相

信自己就是奥德修斯。

墨涅拉俄斯的回归家乡是具有双重性

的：～是英雄经历战争的残酷和路途的艰辛，

回到自己统治的王国；一是他男性地位的回

位。第一重回归不用详述，因为他在海上漂

泊后终于回到家乡。至于第二重回归则与海

伦有关。当海伦带着对爱欲的渴求投向帕里

斯的怀抱时，就等于墨涅拉尔斯男性特征的

被阉割。在故事最后，贴雷马科到了墨涅拉

俄斯的宫殿，看到像神一样高坐在殿堂上的

海伦，我们便能得知墨涅拉俄斯的回归故乡

是带着自己男性标志的回归。

(二)回归宿命：顺从命运的安排

嘉察的回归就是对命运的回归。他本来

也是天上一个神，但他的命运注定他只为了

协助格萨尔降魔的大计而存在的，不管是他

投身世间，还是为国家牺牲，亦或是他死后再

返回人间。

阿基琉斯的回归是归顺命运的意旨。虽

然在作品中总说他有两种选择，但是其实他

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他的母亲在《伊利

亚特》开头篇章就称其为“短命的儿子”。因

为自己喜爱的女奴布里塞伊斯被阿伽门依强

行带走，阿基琉斯便愤然离开战场，让无数阿

开奥斯人死在战场。直到好友帕特洛克罗斯

的死去，才让阿基琉斯有了回归战场的理由，

他穿上了那辉煌的铠甲，数不清的特洛亚人

被他抛进了哈得斯的幽暗里。阿基琉斯的重

回战场，也就等于重回命运安排的轮子。

(三)回归本性：恢复人或神的良善、纯

真

海伦的回归是对自己人性以及神性的回

归，是两次截然不同的回归。

海伦在遇到帕里斯时，对情欲的渴望让

她顺从了自己人性的一面，抛弃了神性的神

圣，这算是她对人性的回归。但是当无数的

将士为她付出生命的时候，她的神性也在顷

刻间复苏，最后海伦毅然帮助奥德修斯把装

满了阿凯亚英勇将士的木马送进特洛亚城，

实现了自己的第二次回归——神性的复苏。

埃吉托斯、求婚者、奥德修斯的伙伴们、

莽吉王、萨丹王的回归是舍弃今生的罪孽，回

归到人性的最初纯善，重回寻求来世幸福的

轮回。

珠牡、阿达娜姆是为了格萨尔的回归，帕

特洛克洛斯是为了阿基琉斯的回归，布里塞

伊斯则是为了克律赛伊斯的回归，他们的命

运注定了作为祭祀的象征，在仪式完结的时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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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凸显意义，实现了生命的归程。 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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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ing off Course in Homeward Joumey：Lool【ing int0 the

Eternal Comeback of King Gesar and Homer Epic

from Their Sound Facing Each Other

JIN Hai—bo。ZHANG Li—li

(1璐￡鼬e《Rei谵瀛，P8ny se‰l《the氍bet Aut0∞瑚|∞Reg协n P盯ty Co黝诫铽ee。

n∞n，n6e￡850000，C危im；死6e￡Do渺Ⅳe掷，助傩口，n钯850000，吼i眦)

Keywords：sound facing each other；model of Epic；etemal comeback

Abstract：In King Gesar and Homer Epic，there are dual sounds which stand facing each other minding
in the entire texts，includ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author and characters，e01lision dialogue among

characters，and contradictory dialogue of characters themselVes．These dialogue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tory and steer the ultimate situation to the common model of seeking Epic．It is to experience the

dimcult choice—making，to attempt innumerable hard joumeys，and 6naⅡy to realize the comeback of

heart and real 1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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