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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抑或中心:美国印第安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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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美国女性主义强调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性ꎬ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ꎮ
本文聚焦多元美国女性主义中的一角———美国印第安女性ꎬ从文化传承和历史发展的

维度ꎬ挖掘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文化ꎬ揭示当代印第安女性的边缘现实ꎬ以此考量美国

当代印第安民族的女性身份ꎬ并探究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ꎮ
〔关键词〕美国印第安ꎻ女性主义ꎻ中心传统ꎻ边缘ꎻ延续和发展

美国女性主义ꎬ旨在批判男性中心主义ꎬ追求男女两性在社会中平等、和谐

的发展愿景ꎮ 早期美国女性主义运动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主导力量ꎬ
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美国少数族裔女性受到的歧视、压迫和边缘境遇ꎮ 于是直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ꎬ女性主义者阵营内部才出现了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群

体挑战的声音ꎬ当代女性主义继而开始呈现出多元的发展趋势ꎮ 不能以白人女

性主义语境中的“妇女”概念来理解所有妇女ꎬ因为它无法反映所有女性群体的

生存状况ꎬ〔１〕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是不完全的ꎮ 美国印第安女性

主义正是多元美国女性主义中的一角ꎬ具有鲜明的族裔文化和地域特异性ꎮ

一、记忆中的中心传统

印第安土著人认为ꎬ神话就是真实的历史ꎬ讲述并牢记这样的历史是族人神

圣的职责ꎬ对于现世的生存必不可少ꎮ〔２〕 追溯北美印第安的传统神话故事ꎬ可找

寻不胜枚举的女性神祇形象ꎬ诸如老蜘蛛女(Ｏｌｄ Ｗｏｍａｎ Ｓｐｉｄｅｒ)、第一女(Ｆｉｒ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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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ｍａｎ)、蛇女(Ｓｅｒｐｅｎｔ Ｗｏｍａｎ)、谷物女(Ｃｏｒｎ Ｗｏｍａｎ)、大地女(Ｅａｒｔｈ Ｗｏｍａｎ)、
思想女(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ｏｍａｎ)、沙祭女(Ｓａｎｄ Ａｌｔａｒ Ｗｏｍａｎ)、生育水流女(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Ｗｏｍａｎ)、天空女(Ｓｋｙ Ｗｏｍａｎ)、变化女(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ｍａｎ)等等ꎮ 土著人

对于女性神祇的信仰是源于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ꎬ是对她“具体发出的神圣力

量”的崇拜ꎬ〔３〕是态度、信念和行动的总和ꎮ〔４〕印第安传统文化里ꎬ把诸多神灵崇

拜与女性而非男性联系在一起ꎬ反映了将女性特征神圣化、美好化的族裔心理现

实ꎬ揭示了印第安人真实、神圣、独特的女性中心主义传统ꎮ 美国印第安女性学

者波拉甘艾伦(Ｐａｕｌａ Ｇｕｎｎ Ａｌｌｅｎ)指出“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大多是女性制

的ꎬ从来不是父权制的ꎬ这样的特征对于所有负责任的活动家理解部落文化非常

重要不管如何的千差万别ꎬ美洲印第安人都将他们的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

的、神灵居中的、女性为核心的世界基础之上”ꎮ〔５〕由此可见ꎬ女性意象和神祇意

象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的联系是必然的ꎬ女性和神祇通过神圣的传统的仪式合

体ꎬ固定下来ꎬ共同构成印第安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核心ꎬ并在历史和文化中

传承、延续ꎮ
追溯和研究女性神祇原型ꎬ探究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有助于理解北美印第

安传统文化的女性特征和女性意识ꎮ 其一ꎬ印第安女性神祇是女性的生命孕育

力和创造力的神圣化ꎮ 正如波拉甘艾伦所说“我们就是大地ꎮ 据我的理

解ꎬ这是渗透在美国印第安生活中最基本的理念ꎮ 大地(母亲)和人类(母亲们)
是相同的ꎮ”女性是人类生命的孕育者ꎬ大地是万物生存的创造者ꎬ把两者类比、
融合于“大地之母”的意象ꎬ折射出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女性作为母亲的意象ꎬ不
仅是显性的万物生命的创造者ꎬ还是隐性的印第安族裔文化的延续者和创造者ꎮ
其二ꎬ印第安女性神祇体现了印第安女性思想激发的能力ꎮ “位于西南的凯瑞

斯布普洛ꎬ很久以前女人就是社会的中心人们称思想女为蜘蛛祖母ꎬ认为她

是创造者、是梦幻的存在ꎬ她把所有的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事物编织成为一种存

在”ꎮ〔６〕印第安神话独具匠心地创造出“思想女”这一神祇ꎬ将神圣的思维能力赋

予女性ꎮ 女性是思想和语言的传承者ꎬ这种思维能力是印第安人的精神灵魂所

在ꎬ更奠定了女性中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ꎮ 其三ꎬ印第安女性神祇打破了男

女两性关系对立的意识ꎮ 印第安文化中女性中心主义传统ꎬ不是与美国白人主

流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相反的另一种性别压迫ꎬ而是一种两性平等的平衡状态ꎮ
例如ꎬ“变化女”———印第安纳瓦霍人敬仰的女神ꎬ面对太阳提出让她作为自己

的伴侣的要求ꎬ她机智而又富有哲理地回答:“你是天空ꎬ必须一直保持不变ꎬ而
我是大地ꎬ我随季节而变化ꎮ 你一直在移动而我保持原地不动ꎬ这样ꎬ我们相互

完善ꎬ让世界保持完整ꎮ 你和我都有相同的精神特征ꎬ我们的价值是平等的ꎬ尽
管我们不相同ꎬ但是我们是相似的ꎮ” 〔７〕 “变化女”这段诗意的回答ꎬ不是女性对

男性不平等地、被动地接受或拒绝ꎬ而是在男女处于平等身份地位的基础上ꎬ强
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存在于他们本身的性别特征和社会分工的不同ꎮ 由此可见ꎬ
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对于男女两性平等、互补、平衡关系的认可和推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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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女神文化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精神信仰ꎬ而是源于生活ꎬ又紧密

联系和关照现实生活的ꎮ 女性神祇不仅是女性特征的神圣化ꎬ还是印第安女性

在真实生活中平等身份和中心地位的真实写照ꎮ 传统的印第安社会并没男女性

别的对立、分级ꎬ只有社会分工、角色能力的差异ꎮ 女性因其特有的生命孕育力、
思维创造和语言能力ꎬ一直享有平等的身份乃至受尊重的社会地位ꎮ 历史研究

发现ꎬ传统印第安部落大多属于母系社会ꎬ女性在氏族事务中行使决策权ꎮ 米歇

琳佩桑图比(Ｍｉｃｈｅｌｅｎｅ Ｐｅｓａｎｔｕｂｂｅｅ)研究发现ꎬ美国东南部的乔克托族的部落

经济状态长期保持为男猎女耕ꎬ且以母系传统为核心ꎮ 妇女在族群中因为在提

供食物、生育后代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成为受尊重的敬爱之人(Ｂｅｌｏｖ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ꎻ在庆典仪式和葬礼等群体活动中担任主导角色ꎻ在部族决议中具有很

大的发言权ꎮ〔８〕 斯科特莫马迪(Ｓｃｏｔｔ Ｍｏｍａｄａｙ)谈到基奥瓦部落群体中ꎬ植物

性药物有着神奇的魔力ꎬ男人充当祭司、药师等角色ꎬ而“药物的知识和灵性却

同样由女性拥有” 〔９〕ꎬ对植物理解和药材使用、掌握的分工ꎬ揭示了男性和女性

在氏族社会中拥有平等的身份和地位ꎮ 特瓦族学者爱德华齐尔(Ｅｄｗａｒｄ Ｄｏｚｉ￣
ｅｒ)则指出ꎬ西部布普洛部落(霍皮、哈诺、祖尼、阿科马和拉古纳)主要“建立在

与外族通婚的母系氏族之上ꎬ女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ꎬ拥有房屋和田地的所有

权ꎬ并流行男方入赘女家的风俗”ꎮ〔１０〕 此外ꎬ印第安女性还是家族故事的主要讲

述者ꎮ 传统印第安人生活里ꎬ时常有家族所有男女老幼在忙碌了一天的劳作之

后ꎬ围坐在家庭的核心女性人物———往往是受到族人尊重的老祖母身边ꎬ听她讲

述部落和家族的故事ꎮ 族人通过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活动聚集在一起ꎬ故事成为

印第安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ꎬ讲故事是继承和延续印第安部族传统的有效策略ꎮ
印第安人的智慧、思想、文化和历史在年年岁岁、代代相传的故事里记忆、传承ꎮ
故事的讲述者主要为女性ꎬ也因此成为印第安语言发展的推动者和部族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ꎮ

二、被边缘化的现实

自 １４９２ 年哥伦布踏上北美大陆ꎬ在美国白人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下ꎬ印第安

土著的传统的部族生活开始被打破ꎬ传统文化被白人主流文化逐渐蚕食ꎬ而其特

有的女性中心主义传统也在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冲击下逐渐被取代乃至失落ꎮ
传统印第安社会里女性和男性平等地社会分工、受到男性和社会的尊重、男性和

女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现象不复存在ꎮ 究其缘由ꎬ印第安部族社会的诸多变化如

土地、宗教和白人父权思想的入侵影响并改变了印第安女性的身份、社会地位和

生活境遇ꎮ 齐佩瓦学者拉杜克(Ｗｉｎｏｎａ Ｌａ Ｄｕｋｅ)等人认为ꎬ对“土地”占有观念

的改变ꎬ是瓦解印第安母系文化的核心原因ꎮ〔１１〕美国白人殖民者的入侵ꎬ带来美

国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域环境的变化:人与自然的疏离、边界的划分、土地的失去

和家园的消失ꎮ “皮之不存ꎬ毛之焉附?”失去了土地ꎬ印第安女性失去了赖以生

存的家园ꎬ也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女性核心价值观ꎬ在白人主流社会里如浮萍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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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冲击ꎬ飘荡至社会的边缘ꎮ 波拉甘艾伦这样谈及印第安妇女的处境:
“土著妇女依然必须应对一个事实ꎬ一个更难于注意或讲述的事实:如果公众和

个人视美国印第安人这一群体是隐形的话ꎬ那么印第安妇女则根本不存在ꎮ” 〔１２〕

宗教方面ꎬ美国白人崇拜的是男性的基督文化ꎬ男性角色作为创造者取代了印第

安人崇拜的女性神祇ꎮ 艾伦曾经指出部落女性地位的改变ꎬ是印第安部落文化

转变的核心ꎮ 印第安传统社会的女性意识最直接、最根本的改变则来自于美国

白人的父权思想ꎮ 父权思想下ꎬ把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人ꎬ把印第安女性视为劣等

性别ꎬ印第安妇女在政治和社会及经济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受到质疑ꎬ她
们的地位不再稳固ꎬ她们的声音被湮没ꎮ 由此ꎬ印第安女性主义者提出相对于性

别压迫ꎬ殖民压迫才是当代印第安社会妇女问题的根源:“我们是美国的印第安

妇女ꎬ在这个秩序里ꎬ我们是被压迫者ꎬ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印第安人ꎬ作为被美

利坚合众国所殖民统治的人ꎬ而不是作为女人ꎮ” 〔１３〕

印第安女性在社会、文化中身份、地位的改变也因此体现在印第安文学中ꎮ
印第安女性文学则在文学领域中表达了印第安女性的经历、感受和诉求ꎮ 正如

不能用美国白人女权主义来看待、理解美国所有阶层和族裔的女性ꎬ也不能将其

用来解释印第安女性文学的特异性和探究印第安文学中的女性主义ꎮ 著名的女

性主义者肖沃尔特(Ｅｌａｉｎｅ Ｓｈｏｗａｌｔｅｒ)于 １９９１ 年发表了«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女

性写作的传统与变化»ꎬ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ꎬ她注意到因种

族、阶级和性选择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女性创作的多样性ꎬ并指出女性文本的历史

性和多元文化性研究的必要性ꎮ 肖沃尔特还特别强调ꎬ美国女性创作的历史

“必须学会理解和尊重每个姐妹的选择”ꎮ〔１４〕

纵观美国印第安文学ꎬ并没有一开始就出现类似美国白人文学、美国华裔文

学和美国黑人文学中男性经典作家作品对于女性形象的扭曲、厌女现象描写和

男女作家对峙的局面ꎮ 在印第安人部族的女性中心传统影响下ꎬ印第安人男作

家通常对自己的女性同胞厚爱有加ꎬ而印第安人女作家也很少大肆抨击某位印

第安人男作家的父权思想ꎮ〔１５〕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ꎬ印第安部族尚无自己族

裔的书写文字ꎬ印第安人主要是用口述的方式来延续部族古老的传说和自己的

故事ꎮ 印第安女性文学书写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８９１ 年克里克人索非亚爱丽

丝卡拉汉(Ｓ. Ａｌｉｃｅ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的小说«森林之子瓦妮玛»ꎮ 它的问世标志着印

第安妇女开始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ꎬ也意味着白人殖民者无法再继续漠视印第

安妇女的存在ꎮ〔１６〕 自此开启了印第安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１８９０ － １９７０
年)ꎬ即女性意识萌发阶段ꎮ 印第安妇女写作的目的ꎬ在女性意识方面ꎬ主要是

记忆和保存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ꎮ 印第安女性文学兴起、成长和发展则发轫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声势浩大的“印第安文学复兴”时期ꎬ构成第二阶段(１９７０ 年

至今)的女性身份书写ꎮ 其间ꎬ涌现了大量的印第安女性作家ꎬ主要有莱斯利马

蒙西尔科(Ｌｅｓｌｉｅ Ｍａｒｍｏｎ Ｓｉｌｋｏ)、波拉甘艾伦、路易斯厄德里克(Ｌｏｕｉｓｅ
Ｅｒｄｒｉｃｈ)、琳达霍根(Ｌｉｎｄａ Ｈｏｇａｎ)、伊丽莎白库克琳恩(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ｏｏ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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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ｎｎ)、乔伊哈久(Ｊｏｙ Ｈａｒｉｏ)、玛丽托芒顿(Ｍａｒｙ Ｔａｌ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和雷娜格

林(Ｒａｙｎａ Ｇｒｅｅｎ)等ꎮ 这一时期的印第安女性作家无论从作品数量上ꎬ还是作品

的内涵和其对印第安文学影响意义上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印第安男性作家作品ꎮ
然而ꎬ遍寻当代的美国文学史及其研究ꎬ鲜有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ꎬ更别说美国

印第安女性文学ꎮ 对于印第安族裔女性作家而言ꎬ“边缘”是印第安族裔女性在

白人父权制主流社会里的生活状态ꎬ也是印第安女性作家作为精英文化和知识

分子所处的由中心滑落后所面临的困境ꎻ是她们的真正的本性ꎬ体现了她们真实

的创作姿态和话语空间位置ꎮ〔１７〕印第安族裔女性文学的边缘写作是在白人文化

殖民冲击下ꎬ对印第安女性境遇现状的考查、女性社会存在缺失的描写、印第安

女性命运的关注及印第安女性身份建构的探索和思考ꎮ

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比较印第安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ꎬ波拉甘艾伦发现印第安男性文学强

调殖民过程带来的变化ꎬ以及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异化和对印第安人消亡的焦虑

感ꎬ而印第安女性文学的主题则是延续、适应和存活ꎮ〔１８〕 可见ꎬ当代印第安女性

文学较之于印第安男性文学主题ꎬ除了族裔意识觉醒和族裔身份建构ꎬ更多了对

印第安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的关注和思考ꎮ 印第安女性作家重新审视自己被殖

民化的女性传统文化ꎬ并从传统记忆中获得力量ꎬ抵抗印第安族裔和印第安女性

遭受的边缘境遇ꎬ对印第安族裔和女性的延续和发展ꎬ思考得更加深刻ꎬ表现得

更加乐观、积极和努力ꎮ 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是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和路易

斯厄德里克ꎮ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ꎬ«诺顿女性文学史»中最年轻的一位作家ꎬ出生于

１９４８ 年美国新墨西哥州ꎬ有着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白人的混血ꎮ 西尔科从小

就喜欢听部落里的人讲故事ꎬ并将这些故事最后都融进了她的文学创作ꎮ «典
仪»是她获得艺术上巨大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ꎬ主要讲述了一个印第安退伍老

兵塔尤怎样通过印第安神话和传统仪典ꎬ寻求精神救赎ꎬ治愈在白人主流文化社

会里受到的心理创伤ꎬ并重新找回生活信心的心路历程ꎮ 在白人的世界ꎬ“很长

一段时间ꎬ塔尤感觉自己是一股在白人世界里进进出出的‘白烟’” 〔１９〕ꎬ白人医

生诊断他得了“战争创伤应激障碍”ꎬ然而比这种战争心理创伤更痛楚的是他在

白人社会里生活的边缘感和印第安族裔身份的缺失感ꎬ这一切让塔尤找不到存

在的意义和价值ꎮ 若不是遇见了夜天鹅(Ｎｉｇｈｔ Ｓｗａｎ)和提茨(Ｔｓ’ ｅｈ)这对既是

母亲又是情人的女神ꎬ得到她们的救助和治愈ꎬ塔尤几度濒临死亡ꎮ 在印第安的

女神文化中ꎬ夜天鹅是神坛上的女子ꎬ她是“没有年龄”的老祖母ꎬ是母系氏族的

象征ꎬ她的后代都是女子ꎮ〔２０〕夜天鹅是塔尤的情人ꎬ通过灵与肉ꎬ在性方面引领

着他ꎬ唤醒他灵魂深处爱的能力ꎻ夜天鹅又是塔尤的母亲ꎬ使得塔尤找到了灵魂

的归宿ꎬ实现了精神的启蒙ꎬ完成了成年礼ꎬ实现了精神上的新生ꎮ 和夜天鹅一

样ꎬ提茨也扮演着情人和母亲的双重角色ꎮ 提茨居住地有漫山遍野的黄色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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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ꎬ还有塔尤遇见提茨那天她穿的黄裙子ꎬ西尔科对黄色独具匠心的运用ꎬ无不

暗示提茨是印第安部族传说中拥有神奇力量的黄女人的化身ꎮ 塔尤寻找走失的

斑点牛标志着他寻求精神救赎旅程的开始ꎬ提茨亲自帮助塔尤拯救了牛群ꎻ她还

用所掌握的药理知识救了塔尤的性命ꎻ此外ꎬ提茨用身体和爱消除了塔尤的疏离

感和孤独感ꎬ唤醒了他在白人社会中失落的族裔灵魂ꎬ“他热爱那个创造了万事

万物的女人ꎬ他终于意识到她一直爱着他和她的人民”ꎮ〔２１〕 最后ꎬ塔尤在提茨的

爱中也变成了一个“黄色”的人ꎬ暴雪的茧白已经从他的皮肤上褪去ꎬ祖先赋予

他的黄色开始渐渐显露ꎬ在命名仪式上ꎬ塔尤接受了他的“印第安的名字”ꎬ这意

味着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ꎬ在身份回归中获得了新生ꎮ 如果说«典仪»
中的塔尤是印第安族裔命运的代表和象征ꎬ塔尤在夜天鹅和提茨两位女神的救

助下治愈伤痛ꎬ最终蜕变成“黄色”的印第安人ꎬ揭示了印第安族裔身份是印第

安人生存的灵魂ꎬ而这种印第安人身份的寻求和重建ꎬ是借助印第安传统文化的

记忆和印第安女性的神圣力量完成和实现的ꎮ
路易斯厄德里克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印第安作家中的杰出代表ꎮ 她的«爱

药»一举夺得全国图书评论界奖ꎮ 厄德里克从女性作家的视角ꎬ描述了美国白

人殖民统治和父权制文化冲击下ꎬ印第安女性的边缘境遇和命运以及她们对自

身女性身份的探索ꎮ «爱药»将族裔“归家”的任务聚焦于琼———一个离开了印

第安部族居留地ꎬ生活在白人社会里的边缘印第安女性人物ꎬ颠覆了印第安文学

中男性主人公“归家”的常规ꎮ 琼的归家暗示着印第安人的归家是族裔身份和

女性身份建构的双重任务ꎬ且彼此联系ꎬ相互促进ꎮ 小说的开篇ꎬ琼死于返回居

留地的风雪途中ꎬ学者认为是琼肉体的回归ꎻ小说发人深思的结尾则是琼精神的

回归ꎮ 在小说的最后ꎬ琼的儿子———利普夏凝望河水的描写中ꎬ厄德里克使用了

意识流的写法ꎮ 利普夏的记忆如同河水般流淌ꎬ回到曾经的印第安人精神家园ꎬ
家已是一种集体记忆中的历史和传统ꎮ 他想起了自己一直不认可的母亲琼ꎬ对
琼的理解象征着他对自己印第安根源文化的理解ꎮ 印第安人精神家园的回归、
印第安族裔文化的找寻和族裔身份的重建之路ꎬ一如 “桥下的河水蜿蜒曲

折” 〔２２〕ꎬ充满艰辛、挫败ꎬ却又不乏希望和力量ꎮ “变幻莫测的水下”是厄德里克

对印第安人生存现状和命运前途的意象描绘ꎬ关于印第安人的归家、印第安族裔

的思考ꎬ在«爱药»中她没有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ꎬ却书写出自己印第安族裔

的信心和乐观:“所以我只要渡河把她带回家就行了”ꎮ〔２３〕 琼的灵魂已踏上归家

之路ꎬ成功与否已不再重要ꎬ在厄德里克看来ꎬ印第安人重新找回了传统文化的

记忆ꎬ并一路前行ꎬ如河水般流淌不息ꎮ
从女性神祇崇拜ꎬ到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女性中心地位和身份ꎬ美国印第安

传统文化无不强化了女性的力量ꎬ突出了印第安人宇宙观中母系的核心价值ꎮ
然而当代印第安部族受到美国白人的殖民压迫、文化蚕食和边缘排挤ꎬ印第安女

性中心传统也随之被破坏、边缘乃至失落ꎮ 当代印第安女性在边缘化的现实境

遇中ꎬ是选择被同化的边缘ꎬ抑或是回归中心的传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印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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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探究族裔和女性身份建构的道路上ꎬ也许尚无明确、统一的答案ꎬ然而可

以确信的是无法忘却也不能失落的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将会照亮印第安女性和

族裔在白人殖民文化里的抗争之路ꎬ并给之以无穷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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