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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伦理束缚下的弑母意志与自我塑造
——论《毒蛇在握》中让的俄瑞斯忒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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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egative Oedipus Complex”, the Orestes Complex is little known. 
Orestes’s matricide is not only the opposition of Oedipus’s mother fixa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Oedipus complex. On the basis 
of tracing the origin of Orestes Complex, this paper takes the autobiographical 
novel Viper in the Fist by French writer Hervé Bazin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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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agonist’s self-reshaping in the constant firm matricidal volition from the 
alienation of parents’ family roles, the inhibi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 growth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factors, which provides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the 
literary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Orestes’s resentment.
Keywords: Orestes complex; Viper in the Fist; Matricidal volition; Self-shaping

前言

俄狄浦斯情结又称作恋母情结，源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无意中弑
父娶母的故事。心理学上指人的一种心理倾向，即亲母反父。根据弗洛
伊德的观点，一个男孩对父亲充满矛盾的抵抗及对母亲专一的依赖构成
了简单明确的俄狄浦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又称为弑母情结，同样源
于希腊神话，讲述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被妻子和奸夫害死，其子俄瑞
斯忒斯杀死母亲和后父为父报仇的故事。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对，弑母情
结中母亲是被怨恨的对象，而父亲却得到同情与报答。本文将以法国作
家艾尔维·巴赞的小说《毒蛇在握》为分析对象，一方面阐释俄瑞斯忒
斯情结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分析俄瑞斯忒斯情结在小说《毒蛇在握》中
的体现。

1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俄狄浦斯溯源

与俄狄浦斯情结相比，俄瑞斯忒斯情结几乎鲜为人知，然而溯其
根源，俄瑞斯忒斯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古希腊
悲剧《俄狄浦斯王》讲述了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自己的父亲
并娶了自己母亲故事，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弑父娶母”的主题引
用到人的精神分析领域，即现今广为人知的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
为，男孩早期的性追求对象是其母亲，出于对母亲的依恋，男孩试图一
个人独占母亲，当他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后，他试图通过与父亲斗争来取
代父亲的位置，独占母亲的爱，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也被称为恋母情结。
然而，俄狄浦斯情结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概念。在希腊神话
里，克洛诺斯打败了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成为第二代天神，其后又被自
己的小儿子宙斯打败，由此建立了以宙斯为绝对统领的奥林匹斯体系，
两代天神都是通过弑父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在父权制霸权下，弑父娶母
的重点不是对母亲的依赖，而是对父亲绝对统治的反抗。儿子通过弑父
这一行为夺取父亲的地位、占有父亲的所有物——母亲，从而继承父亲
的一切，获得新的“父亲”身份。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与超我都
是人的心理无意识活动，本我指人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如饥饿和性
欲；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它从本我中分化而来，代表着理性和
常识；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代表着道德和良知。在弗洛伊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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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超我的心理状态发生在恋母情结的崩解时期，当孩子无法成功
地占有母亲使其成为自己爱恋的客体，出于父亲可能对其进行阉割报复
的恐惧，孩子对父亲的形象可能从厌恶与排斥转向认同与敬重，此时的
俄狄浦斯情结脱离了传统的弑父娶母倾向而向弑母爱父转变。失去了母
亲作为一个欲望客体，男孩或者通过与她认同内化这个丧失，或者移置
他的异性恋情感，而在这种情形下，他强化了与父亲的情感联系，因而
巩固他的男性特质。[1]

尽管弗洛伊德后续的研究中反映了一定的弑母爱父情结，对此却没
有系统的探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通过将母亲带入客
体关系研究，更详细地阐述了婴儿对母亲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

2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克莱因溯源

梅兰妮·克莱因在分析《奥瑞斯忒亚》三部曲时详细地阐述了孩
童“弑母爱父”的精神状态，尽管她没有提出“俄瑞斯忒斯情结”这个
专有名词，却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提出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人。[2]在《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中，克莱因指出，孩子从出生中体验
到的冲突源自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而这两种本能又表现在爱
与破坏的冲动间的冲突之中。[3]p211克莱因认为，对于一个婴儿来说，
母亲最初的概念不是母亲，而是一对乳房。当乳房给婴儿提供满足时，
婴儿会产生“好乳房”的幻想，当乳房并没有满足婴儿的心理情感和生
理需要时，婴儿就会产生“坏乳房”的幻想，这样的分裂导致了婴儿爱
与恨的分离，对坏乳房的憎恶转化为想要撕裂、啃咬乳房的冲动。好乳
房与坏乳房一方面被投射在母亲客体之上，另一方面又被内射回婴儿
自身。婴儿将爱欲对象与死亡对象投射于母亲，又反过来内射在自我之
上。至此，婴儿的自我将同时融合了恋母与自恋、仇母与自怨的四重情
操，从而形成日后的人格。[4]克莱因指出，即使是跟母亲具有爱的关系
的孩子，也会在无意识中产生被她吞噬、撕裂和摧毁的恐惧。这种恐惧
将母亲的形象分裂成一个非常坏的部分和一个非常好的理想化部分，只
有对恨与破环的冲动达到一定程度时，被爱的母亲与被恨的母亲之间的
分割才能维持。[3]p211婴儿对母亲的依赖与愤怒、羡慕与恐惧交织在一
起，确立了母亲在孩童心理中的复杂地位，为俄瑞斯忒斯情结的研究与
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仇母思想溯源

早在神话传说里，这一角色就被赋予了不一样的色彩。她既有大
地、生命之树这般“孕育”的象征，也有“吞噬”、“缠绕”这般的恐
怖意象，母亲同时具有“赋予生命”和“剥夺生命”的双重象征。英雄
若是想获得独立的自我，就必须摆脱母亲的束缚，而斩断血缘桎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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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则十分痛苦，对离开母亲的恐惧往往幻化作可怕的恶龙形象，只有
斩杀恶龙，才能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法国作家亨利·德·蒙泰朗曾宣
称，历史上衰弱的时代都是崇拜女性的，伟大时代的“英雄”都必须起
来反叛“大母神”；母亲之罪就是想把孩子永远闭锁在她黑暗的身躯之
内。[5]

著名哲学家尼采也有着许多仇视妇女的反动言论，尼采自认为他对
崇高事物的向往和鉴赏能力全部来源于父亲，母亲则代表着“本根的低
劣性”。“你年轻，你希求着孩子与结婚，但是我问你：你配希求一个
孩子吗？......你建造出来的，应当比你自己高出一等。所以你得先把自
己建造得灵肉俱是方正的......”[6]在尼采看来，机械地生育、哺育并不能
算得上“母亲”，如果女性一直是缺乏自我的个体，其作为母亲的角色
也必定是缺失的。

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出版了许多反映工业文明发展扭曲人性的小
说，其中《儿子与情人》、《木马赢家》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
品中都有着明显的俄狄浦斯情结，然而劳伦斯本人却有着复杂的仇母情
结。劳伦斯在《人民的教育》中写到：“如何教育一个孩童。第一条
规则：放过他。第二条规则：放过他。第三条规则：放过他。”[7]1916
年，劳伦斯发表了从母亲解放的《宣言》：当她靠着我被杀，躺在那
里像在门外的一堆垃圾，当她消逝正如同我已消逝，两个人靠着对方，
我将愉悦，我不会再和她混为一谈，我将了无障碍、与众不同、单一如
擦得亮丽的银器，在哪里都没有依附和粘连，一个清朗、亮丽、独立的
存在。”[8]劳伦斯的宣言中无处不体现着试图通过“弑母”摆脱母亲桎
梏、解放自我的愿望，他对母亲这一角色及其鄙夷，他小说中最雄健的
主人公“都尽量避免成为父亲，以剥夺女人当母亲的机会”。[9]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劳伦斯对母亲的依赖远比父亲要多得多，父亲在他的人
生中并没有树立一个权威的形象，他对母亲的仇恨没有跳出那个时代对
性别的期待：男性一直是强者的楷模。如果一个女人终身用母职定义自
己，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会渐渐成为一种束缚，如果无法完成精神上
的断奶，个体将永远处于依赖他人无法确立自我的状态，因此，“打倒
母亲”成为个体追求自我、形成个性化的先决条件。

随着时代的变迁，绝对的父权制社会遭到挑战、动荡，甚至逐渐消
亡，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满足于自己的性别角色，开始与男性竞争。在《
现代女性：迷失的性别》一书中，作者将母亲分为四类：排斥型母亲、
过度保护型母亲、宰制型母亲及过度温柔亲切的母亲，而这四种母亲都
被认为是“病态型”的。[10]这些母亲或多或少地剥夺了孩子的男性力
量，使他们无法完美地表演自己作为男性应有的社会角色。随着女权主
义的宣扬，一些父亲在新时代家庭中逐渐失去其男性化特征——父亲不
再代表绝对的统治，母亲渐渐掌握话语权，而在此环境下成长的小孩，
往往会走上两个极端：或因父亲角色的隐身削弱自己的男性气质，对母
亲产生难舍难分的俄狄浦斯情结，或因母亲角色的强势产生对父亲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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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对自我束缚的怨恨产生俄瑞斯忒斯情结。

4 《毒蛇在握》中让的弑母意志和自我塑造

《毒蛇在握》是法国作家艾尔维·巴赞的自传式小说，作品的开头
就描述了这样一副场景：男孩掐着一条蛇的脖子，蛇的躯体猛烈挣扎拍
打，而男孩却毫不惊慌，内心平静，直到蛇筋疲力尽而死。而这一场景
即是这部小说全部内容的浓缩，一个倔强少年与冷酷母亲关系的缩影和
象征，母亲则是那条少年执意要掐死的蛇。

家庭矛盾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题材，孩子与父母关系的
对立则是促进孩子觉醒自我人格、在冲突中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西
方文学中，许多作品中都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子。父亲是权威的象征，
是孩子追逐成长的目标，所以父亲的形象往往更加冷漠、生疏、不可接
近。一反大众作品中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的母亲形象，《毒蛇在握》中
的母亲则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独裁者。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俄瑞斯忒斯情
结往往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法权、地位等社会现实关系
对人的扭曲与压迫，从而将人与人的血缘关系毒化为敌对的关系并导致
尖锐激烈的冲突，而在现代文学中，俄瑞斯忒斯情结的根由往往不再来
源于外部的社会关系，更多地来源于人的自身内部，来自人的心理与人
性本身。[11]与劳伦斯笔下“机器毁灭人性”所诱发、推动与激化的家庭
矛盾不同，巴赞在《毒蛇在握》中所体现的家庭矛盾，更多来自人物的
内心深处，而这种矛盾又促进了人物自我人格的塑造与成长。

4.1 让的弑母意志根源

4.1.1 母爱他移产生的俄瑞斯忒斯怨恨

主人公让出生于当地有名的勒佐家族，由于父母在国外工作，让自
幼由祖母带大，年幼的让虽然没有与母亲相关的记忆，但却热切地期待
着母爱，对母亲充满好奇。祖母死后，父母回到法国同他和兄弟们一同
生活，然而，让所期待的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并没有如约而至，
与母亲的第一面，他热情地抱住了母亲的腿，却没缘由地挨了火辣辣的
一记耳光——而这只是他日后与母亲长期斗争的开端。

母亲的关爱与呵护与儿童的心理成长息息相关，一个孩子对母爱的
渴求愈强烈，得不到母爱的痛苦就愈深，一旦对母爱的期盼落空，就很
容易对母亲产生怨恨。柳鸣九先生曾提出，俄瑞斯忒斯怨恨在心理上与
人性上经常来自这样两个根由：一是因为个性太受母亲的压抑而生，另
一个则是由于未能得到母爱、眼见母爱他移而生。[11]根据克莱因的客体
关系理论，婴儿早期会对母亲产生“好乳房”和“坏乳房”的潜意识，
让自幼和祖母一同生活，母亲角色的缺失使他产生了“破坏坏乳房”的
幻想，尽管之后母亲与他一同生活，却并没有给他人任何“好乳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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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母亲一共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弗雷迪、二儿子让以及小儿子玛赛
尔，尽管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母亲对待让和弟弟玛塞尔的态度却是天差
地别。玛赛尔几乎一人独占了母亲所有的温柔与宠爱。母亲吩咐女仆不
再为孩子们提供牛奶和咖啡，玛赛尔却除外；母亲命令孩子不要把时间
浪费在无聊的游戏上，却要弗雷迪和让去花园林荫道上锄草，这样的苦
活一干就是好几年，而玛赛尔却从来没有遭受过这般劳累；母亲不舍得
给孩子们穿皮鞋，便给他们定制了木鞋以便在泥泞的路上行走，玛赛尔
可以穿上便鞋再套上木鞋，而让和弗雷迪只能在木鞋里垫草。母亲将所
有的壁橱都上了锁，孩子们常常感到吃不饱、穿不暖，然而玛赛尔却总
是轻而易举地受到母亲的奖励。每当听见母亲呼唤弟弟的名字，让简直
气得要发狂了。母亲的区别对待加强了玛赛尔的高傲自大，他恃宠而骄
的态度也令让十分恼火，母爱的缺失和转移加大了让“破坏坏乳房”的
幻想，且这种幻想无法在日后与母亲的交往中得到修复，他所得不到的
母爱以令他厌恶的方式践踏着他对母亲的一切美好幻想，转化为深深的
俄瑞斯忒斯怨恨。

4.1.2 父亲角色被压制产生的俄瑞斯忒斯怨恨

让的父亲雅克是一位法学博士，相比母亲的霸道、专横、虚荣、刁
滑与吝啬，父亲则显得温柔、理性许多。雅克年轻时爱慕一位信仰新教
的姑娘，但因对方地位低下，他们的恋情无疾而终。最后，雅克娶了银
行家维涅克先生的孙女，也就是让的母亲。此时勒佐家族已日渐衰微，
母亲带来的丰厚嫁妆无疑给勒佐家族带来了延续，也为母亲在家中一手
遮天、为所欲为提供了资本。“所有取名雅克的男孩都是些胆小、懦
弱、耽于幻想、喜欢思辨的人。” “我爸爸身体矮小，胸脯狭窄，沉重的
大胡子压得他有点伛腰驼背。”[12]p29不同于传统印象中高大、刚毅、为
妻儿扛起一片天的父亲形象，《毒蛇在握》中的父亲则显得懦弱无能。
面对母亲，父亲总是消极被动的，母亲过于强势的态度削弱了父亲的男
子气概，每次母亲无理取闹打压孩子时，父亲大多视而不见，即便偶尔
提出抗议，也会在母亲的冷嘲热讽中落荒而逃。只有在远离母亲时，父
子俩才会感受到片刻的幸福与自由。让非常喜欢与父亲一起打猎，拿上
猎枪的父亲意气风发，百发百中，与往常沉默胆小的形象大相径庭。让
认为母亲不仅毁了她的孩子，也毁了自己的丈夫。在母亲强烈的控制欲
下，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却无法掌握经济权，连拥有一把喜欢的猎枪的
资格都没有，甚至不敢在孩子挨打时说一句开解的话。让是一个非常有
男子气概的人，自从第一次和母亲见面被扇了一耳光后，哪怕后来遭受
怎样的打骂，他也再也没有哭过，他不齿父亲的懦弱，却又同情他的
懦弱。俄瑞斯忒斯弑母却被判无罪，这象征着父权制对母权制的完全胜
利，[13]而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背后实际上是男性对母亲的心理性恐惧
与仇恨的社会性展现。[14]对让来说，父亲被母亲完全压制，失去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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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权威与地位，这加剧了让对母亲的恐惧与怨恨，母亲从未给他哪
怕片刻的温柔，反而一再剥夺他的快乐。让痛恨母亲对自己的管教，也
厌恶母亲对父亲的束缚，在母亲角色的缺失下，他将父亲当作自己真正
的母亲，对母亲形成了俄瑞斯忒斯式怨恨。

4.1.3 个性受母亲压抑产生的俄瑞斯忒斯怨恨

母亲并没有弥补常年不在身边的温柔，反而以极端的行为控制着她
的儿子们。她为孩子们制订了极其严格的生活作息时间，剥夺他们玩耍
的权利；他们必须都推成平头，因为看起来整洁清爽；坐在饭桌上必须
说英语，坐姿要求严格得像尺子量出来的一般；即使是寒冷的冬天，孩
子们的房间也不许安置火炉，鸭绒被也被撤下；她会用刀叉叉孩子的手
指，直到渗出血来；她征收孩子的积蓄和贵重物品，甚至试图对犯错的
孩子施加鞭刑；尽管已经家族式微，却仍要花大笔开销维持表面风光，
而她的儿子们却连新衣服都没得穿。在孩子的眼中，母亲与监狱的女看
守无异，她不仅严格地执行所谓的规章制度，还专横地践踏孩子们的自
尊。“每天用一个折磨人的新点子来肯定自己的权威就成了勒佐太太唯
一的乐趣，她知道怎样让我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中，她善于察言观色，时
时注意着我们并且破坏我们最小的快乐。”[12]p45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
孩子们都停止了生长，增加的只有对母亲的仇恨，让甚至嫉妒自己还未
出生就流产掉的兄弟姐妹，“这几个勒佐家的胚胎真是幸运，他们在娘
胎里还没足月就流产了。”[12]p15

克莱因在《论心理健康》一文中说到：“如果母亲在感觉上是引导
性的、保护性的，而不是支配性的，那么（儿童）对母亲的认同就会带
来内部的平静。”[15]显然，在让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独
裁者，她近乎病态的打压与控制自然引起了孩子们的反抗。母亲，她的
真名叫保罗·普吕维涅克，而孩子们却称呼她为“福尔科什”——法语
里“疯猪婆”的意思。他们背地里咒骂母亲，在树上刻上复仇的话语，
母亲得了重病，孩子们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自从她呼吸困难以来，
我们可呼吸得自在多了。”[12]p16当母亲离家去医院治疗后，孩子们被剥
夺的权利和自由相继得到了恢复。他们放下除草的镰刀，在花园里自由
地玩耍，在父亲的同意下蓄起了头发。父亲也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快
乐，他的偏头痛发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拉着孩子们一起研究蝇虫，
带他们在夜里散步，给他们传授知识，日子是那么平和又有趣。当母亲
瞒着所有人回到家后，他们的幸福生活又戛然而止了。母亲意识到让
对自己的仇恨，她没有丝毫地伤心与愧疚，反而像是被挑起斗志一般向
他宣战。孩子们渐渐发达的肌肉，刚长出的细软胡子以及正在改变的嗓
音都是对母亲无声的侵犯和侮辱。“我们的年龄以及我们的身心都在跟
她作对，恶婆娘是注定要被我们这些年轻人所打败的。”[12]p204母亲出院
后，让对母亲的恨意化作主动攻击。他用刮刀不露痕迹地毁掉母亲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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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邮票，用别针损坏母亲的锁，用漂白粉浇灌母亲的绣花球......孩子们
联合起来做一些讨人嫌的恶作剧，目的是为了打击、伤害母亲。让甚至
和弗雷迪联合起来想要毒死母亲，下毒计划无效后让又设法致使母亲落
水期盼她死亡......这看似有悖人伦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母亲角色的丧
失与病态化。“尤其是她几乎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权威，作为一家之母
的权威，母亲乃是受上帝和社会的委托用那些最美好最伟大的原则来教
养我们的人。在人们眼中，她享有那种赋予所有母亲的有利舆论。”[12]

p167母亲最大的错误在于她对自己的立场没有清醒的认知，反而利用母
亲的身份为所欲为。当一位母亲给自己赋予了权威，母子间就有了裂
缝。让多次将母亲比做一条必须掐死的毒蛇，立誓要与她抗争到底。母
亲越是反击，他的心就越是平静。作为一个意图弑母的逆子，他却显得
光明磊落。让将与母亲的抗争视为自己的宿命，他厌恶母亲对自己人格
的打压，渴望脱离母亲的控制自由自在地生活，为此他愿意付出一切代
价，哪怕是杀了母亲。

4.2 弑母意志催生的自我塑造

4.2.1 与自我抗争促进自我人格塑成

让不仅仅是在与母亲抗争，同时也是在同自己抗争。尽管十分讨厌
母亲，让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与母亲十分相像。“我的情感，我的性格和
面貌特征，没有一样在她身上找不到。”[12]p242让从来就不是个循规蹈矩
的孩子。与祖母一同生活的时候，他虽然调皮得令人头疼，却不曾做出
什么出格的举动，直到母亲再次踏入他的生活，他内心深处的反叛基因
才被唤醒。他亵渎宗教、小偷小摸、离家出走，他想要置母亲于死地，
玩弄了农家姑娘后又无情地离开，他的性格中就具有母亲恶的基因，冷
酷、固执、狠心、利己，等等。当他离家出走去投靠外祖父外祖母时，
他才发现母亲自幼生活在冰冷无情的家庭里。外祖父作为议员忙于政务
工作，外祖母则是一个极度奢侈虚荣的人，原生家庭的冷漠造就了她无
情的性格。成为母亲之后，她将对父母的怨恨变本加厉地施加给自己的
孩子。让与母亲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一种以恶抗恶，也就是恶本身的自我
斗争与自我报应。[11]让厌恶自己与母亲的相似，却又逃离不了名为血缘
的羁绊。克莱因认为，俄瑞斯忒斯对母亲的仇恨是一种婴儿内部向外的
投射，而带有敌意的外部世界又通过内射作用被内射回自我，在投射与
内射的双重作用下，俄瑞斯忒斯不仅仅认为母亲是“坏客体”，自我亦
是坏客体。[4]孩童时期的噩梦和恐惧往往来源于破坏性父母的恐怖，它
们经由内化构成了残酷超我的基础，孩子投射到父母身上的恨与攻击完
善了其超我的发展。婴儿起初无法区分自我和母亲，一旦有了区分的意
识，此前对善与恶的幻想很容易由自我转移至母亲，同时由母亲转移
至自我。[3]p96让痛恨着母亲，他承认自己和母亲一样卑劣，却又认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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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是混沌的，而自己是纯洁的，他不仅仅是同母亲斗争，还与母亲邪
恶的基因斗争，与自我斗争。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代表着道德
和良知，而弑母这一行为显然有悖人伦。当婴儿意识到自己要伤害的
客体就是与自己密不可分的母亲，往往会产生抑郁感和罪恶感。让也
有痛苦难受的时候，他无意讨厌任何人，也曾对母亲充满期待，然而
他非常清楚，唯有先除去母子间亲密的脐带关系，他才能得到真正的
自由。对母亲的强烈怨恨限制了让超我人格的形成，他不但没有压抑
自我循规蹈矩，反而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已经脱离了本我随心
所欲，快乐至上的准则，而是有目标、有计划地坚持自我。在与母亲
的斗争中，让从小小的恶作剧到真心想要置母亲与死地，从怨母、恨
母、斗母乃至于弑母的转变也反映了他自我人格的塑成，他体会到了
母亲的冷漠无情，也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残缺，为了维持自我，不受
母亲的摆布，在对母亲爱恨交织的双重情感下，让摈弃了身为人子的
道德，势必与母亲斗争到底。

4.2.2 与社会抗争促进自我意志觉醒

让的反抗具有一定的社会因素，作为一个世家子弟，父母对他
的管教有些正是源于忠于先辈传统、发扬家族荣誉的观念和意志，他
对父母的资产阶级保守思想和阶级偏见深恶痛绝，也怜惜那些在二十
世纪仍然像奴隶一样被对待的农民。他对母亲为了维持家族体面而花
费大笔钱财举行招待会嗤之以鼻，因为这所谓的脸面花费了他们家近
半年的开销，而三兄弟已经几年没有过新衣服了。“用冠冕堂皇的外
表来掩饰我们的分裂，我们干枯的心灵和精神、我们的蛀虫和衰败，
像这样的虚伪，难道还有什么体面可言？”[12]p226“我抽烟，是因为我
的父亲几乎从来不抽。我看《人民报》，是因为这是一份社会主义报
纸，亦即反勒佐报纸。”[12]p173让反抗的不仅仅是母亲的独裁，也是
这个腐朽的家族，这个资产者掌权的社会。他痛恨家族徒有其表的繁
荣，也痛恨资产者丑恶的嘴脸，他意识到母亲的丑陋与卑鄙，也意识
到这个哪怕新潮思想翻涌却仍固步自封的社会的不堪。如果说母亲赤
裸裸的压迫塑造了让的超我人格，那么家族和社会，尽管并未对让造
成实质性的伤害，却在不知不觉中觉醒了他心中反抗的因子——他要
对所有的传统观念说“不！”不再遵从家族意愿生活，抗争成为他的自
我意志中最重要的部分，成为他未来生活的唯一指引。为了摆脱家族
的束缚，为了不变成自己鄙夷的样子，他决定事事与家族唱反调，而
母亲，作为家里的独裁者，是他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他将所有
的不满化作对母亲的怨恨，他常常把母亲形容成一条毒蛇，而与毒蛇
的斗争燃起了他前进的勇气。“我是您的耻辱，我要在您的内心深处
进行世纪的复仇......我要给您活生生的惩罚，我保证要这样做，我要
在子女孝敬父母的历史上为你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晚年。”[12]p213“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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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母亲！我乃是一个手握蝰蛇前进的人。”[12]p263故事以这样一
句话结束了，虽然让还没有杀死母亲，但他的抗争还在继续，而他手
中的蛇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管你高兴叫它什么名字：仇恨，最
坏的政治，失望或者对灾难的爱好！这条蝰蛇，你的蝰蛇，我在挥舞
它，摆弄它，我正带着这战利品在生活中前进。”[12]p263蛇蝎母亲病态
般的控制欲不但没有打败儿子，反而燃起了他对一切不公的不满。“
人必须单独生活。爱人乃是自我认输，恨人才是自我表现。”[12]p261

母亲是他关于仇恨的启蒙，在今后的生活里，他仍将维持着仇恨的热
情，在不断坚定的弑母意志中勇往直前。

5 艾尔维·巴赞的俄瑞斯忒斯情结

《毒蛇在握》是法国作家艾尔维·巴赞的自传式小说，除去给母
亲下毒，将对母亲的恨意付诸实际行动以外，书中情节大多是他的亲身
经历。三十七岁时，巴赞在朋友的鼓励下将自己痛苦的童年写作小说，
毫无保留地讲述给世人听，那时他与家里断绝来往已有二十多年，却仍
未从母亲留下的阴影中走出来。巴赞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
受到严苛的贵族保守教育。六岁时，他的父母去了中国，丢下他与祖母
生活，直到祖母去世后，父母才迟迟返回法国。当他兴高采烈地去火车
站接母亲时，不小心踩到了母亲的脚，母亲二话不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
耳光——这一场景被写入《毒蛇在握》中，成为了巴赞一生耿耿于怀的
记忆。无休止的家庭冲突与母亲近乎虐待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他的反抗精
神，使他很早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长期过着漂泊孤僻的冒险生活。在
巴赞的笔下，母亲不是温柔的象征，而是伤害和痛苦的源泉。在续集的
小说中，让结束了与母亲的斗争，步入了寄宿学校，但他却无法相信身
边的任何人。在他人生最需要关爱与呵护的时候，却未曾感受到一丝温
暖，只留下了满腔仇恨。巴赞离开家后，也没有走出母亲的阴影，饱受
折磨。“有的母亲，她给予你生命，用爱养育了你的灵魂。有的母亲，
她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已经死去。你只有握紧手中的那条毒蛇，在撕裂的
痛楚和绝望的眼泪中，艰难前行。”[16]

6 结语

弗洛伊德指出，每个儿童都会经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或是
伊莱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而这个时期儿童的心理变化关系到其今
后人格的健康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本质上是父
权制下建立男子汉身份的必由之路，显示了新生力量打败落后力量的无
畏反抗精神。而俄瑞斯忒斯式的弑母则更多地体现在心理情感方面，表
现为孩子在自我人格塑造与人性本身的冲突中不断追求自我、解放自我
的历程。《毒蛇在握》中，巴赞摈弃了将家庭冲突归咎于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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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等社会外部因素的传统写作套路，而是从心理、情感等内部因素挖
掘家庭冲突的根源，让经历了从盼母到怨母、恨母、斗母乃至弑母的过
程，在与母亲斗争中完成了坚定了自我人格的塑造。从文学发展的角度
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与进步。从现实角度来看，虽然对母亲的俄瑞
斯忒斯怨恨促使他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断保持着一颗斗争的心，但这种病
态的母子关系终究对他的人生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他缺失的情感也无
法修复。俄狄浦斯和俄瑞斯忒斯的故事虽源于神话，却也是社会生活的
真实写照，而如何培养和谐良好的母子关系，促进孩子健全的人格发展
仍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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