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亲思国思社稷，赏花赏月赏秋香
——人文世界的跨界与交融

相关词汇：海洋、童话、山水、本雅明、良友

讲座形式：开放式讨论

主讲人、背景摄影：张静媛  
专业：世界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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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世界：
海洋与陆地
（文学生活系列讲题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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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思考

•黑格尔：亚细亚国与海洋不发生积极关系（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 Die orientalische Welt）
•西方海洋文化，中国黄土文化？
•我们有没有海洋文学（海洋人生/海洋意识）？
•留学 —— 出海？（动机/结果？）
•弗洛伊德 文明-压抑、不满？
•古老文明 会不会忘本（怎么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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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没有海洋？

地理：

• 一万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
•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在内的广阔海域
• 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6536个，总面积72800多平方公里，岛屿的海岸线总长14217.8公里，
有居民居住的岛450个

历史：

• 河姆渡海洋遗址
•  妈祖“海神”、南海观音
• 海上丝绸之路
• 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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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没有传统海洋文学？

• 《山海经》
• 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东汉班彪《览海赋》，东汉末曹操《观沧海》
• 西晋木华《海赋》、潘岳《沧海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
• 南齐张融《海赋》
• 唐朝韩愈《南海神庙碑》、段成式《酉阳杂俎》
• 宋代燕肃《海潮论》、秦再思《洛中纪异》
• 明朝吴承恩《西游记》
• 清朝李汝珍《镜花缘》、曾朴《孽海花》

• （现当代：海子、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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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海洋文学

•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Die kleine Meerjungfrau.    Conrad, Joseph: Spiegel der See. Erinnerungen und 
Eindrücke; Zwischen Land und See. Drei Erzählungen.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De la Motte-
Fouqué: Undine.    Freud, Sigmund: Das ozeanische Gefühl. In: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Der Untergang der Titanic. Eine Komödie.     Grass, Günter: Im Krebsgang. Eine Novelle.    
Goethe: Nausikaa; Meeresstille; Glückliche Fahrt.   Golding, William: Der Herr der Fliegen.   Grimm: Der 
Fischer und seine Frau.   Hugo, Victor: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Das Teufelsschiff).   Hemingway, Ernest: Der 
alte Mann und das Meer.   Homer: Odyssee.   Heine: Nordseezyklus.     Hauff: Die Geschichte vom 
Gespensterschiff.      Haslinger, Josef: Phi Phi Island. Ibsen, Henrik: Die Frau vom Meer.    Kipling, Rudyard: 
Über Bord.    Kafka, Franz: Poseidon.     Kunert, Günter: Der Hai.  Kolumbus, Christoph: Bordbuch.     London, 
Jack: Der Seewolf.       Lemm, Stanislaw: Solaris.      Mann, Thomas: Meerfahrt mit Don Quijote.       Melville, 
Herman: Moby-Dick; Billy Budd.        Mishima, Yukio: Der Seemann, der die See verriet.       Márquez, Gabriel 
García: Geschichte eines Schiffbrüchigen.       Martel, Yann: Schiffbruch mit Tiger.      Ören, Aras: Der Haifisch 
in meinem Kopf.      Poe, Edgar Allan: Die denkwürdigen Erlebnisse des Arthur Gordon Pym; Im Wirbel des 
Malstroms und andere seltsame Geschichten     Pinol, Albert Sánchez: Im Rausch der Stille.       Schätzing, 
Frank: Der Schwarm; Nachrichten aus einem unbekannten Universum. Eine Zeitreise durch die Meere.        
Stevenson, Robert Louis: Die Schatzinsel.      Storm, Theodor: Der Schimmelreiter.      Shubin, Neil: Der Fisch in 
uns.       Schiller: Der Taucher.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Swift, Jonathan: Gullivers Reisen.        
Seghers, Anna: Überfahrt. Eine Liebesgeschichte.         Verne, Jules: 20 000 Meilen unter dem M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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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海洋”名句

•阿尔凯奥斯《海上风暴》：前浪过去了，后浪又涌来/我们必须拼
命地挣扎； 
•高尔基《海燕之歌》：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
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
得更猛烈些吧！

•孔子《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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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中对“海洋”的评价 - 1. 负面

• 无边、无际、无底
• 让人害怕的、神秘的
• 孤单、荒凉、无法充分利用 
• 古中东神话: 贪婪、与神为敌，威胁创世的力量
• Origenes, Augustinus: 魔鬼世界
• 朝圣之路、早期大航海: 充满危险、威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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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中对“海洋”的评价 - 2. 正面

• 启蒙时代起 - 海滨国家的乡土文学: 海洋魔力
• 浪漫主义: 海岸 - 人类自我认识
• 新诗歌: 海洋主题 - 世界之基,生活万有的统一体, 死亡和爱欲的象征, 动态的
生活感受, 存在的不安乐
• 18世纪晚期起:文化、民俗学的投影区, "scheinbar zeitloses Objekt von 

Sehnsucht, das gleichzeitig immer wieder Sehnsüchte weckt."
• 引起扩充眼界或对海滨作为文明边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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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意味着：

• 难以抗拒的找寻，不确定和无尽可能性的象征，包括死亡
• 自由、无拘无束、无体制
• 自然力量，女性，狂热的激情，不可捉摸，无法抑制；在海洋、女性前的胆
怯

 Freud, Das ozeanischen Gefühls: 无尽无底的海洋 - 宗教性的基础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存在的边缘空间，对生死交界的表现
 Melville, Moby Dick: 人类愿望的映射，害怕与梦想同在，逃避之所（甚至是
对自我的逃避） 人与自然、自然力量的交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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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城市

•大海——港口（边界、港口居民）——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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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陆地和大海

• 陆地: 确定、固定、不值一提的日常         大海: 未知、崭新、刺激 

Joseph Conrad, Spiegel der See: 矛盾; 对于出海者来说: 日常工作, 思乡＋寻找
Odysseus - 陆地: 庇护; 寄希望于看起来安全的提供食物的陆地 - 充满危险 (Kyklopen, 

einäugiges Ungeheuer) → 逃避, 大海拯救
Christoph Kolumbus Bordbuch -  陆地: 得到拯救的假象 (paradiesische 

Inselbeschreibung) → 为经济目的出海；陆地: 陌生、陌生的居民 → 大海:值得信赖
Yukio Mishima, Der Seemann, der die See verriet - 陆地: 贫穷、疾病、死亡；爱情 → 
大海: 力量、福祉、自由, 令人着魔的威力；单一无聊的生活，监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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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跨界
•发现新世界; 捕鲸

•向往：大海、未知、 变化、 兴奋感
•                                      找寻：自我，更好的生活
•                                  人类伟大、崇高的传统图像

•           冒险精神、征服、自由
•          爱的替代， 存在、我们和自我的争辩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对一场大捕获的期望
Melville, Moby Dick: 灵魂之旅，对自然之力的驯服，控制，检验
Robinson Crusoe: 从固定生活和限制中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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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的冲动

•在陆地上的不满意/不满足（Unzufriedenheit）: 
- 心理上、存在感上：常规的存在，无意义和无目的的哲学观 - 对
未知的兴趣；通过旅游或远航对陆地上无聊日常的舒缓;  
- 物质上：物质缺乏，淘金 ，改善生活的愿望
• 不满意、不满足导致探险 （Abenteuer）: 
经验与未来体验的交织；生活的变化、对日常的逃遁, 存在的变化; 
生活在他处的本性; 不确定感、自由和可能; 冒险和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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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

• 天然港口、海湾

• 旧港：Ferry-Boat 1880；19世纪新港, Digue du large; Pont Transbordeur (1905-1944)

• Phokaia殖民、开荒、贸易

• 49 v. Chr., Julius Cäsar 重要港口、贸易城市

• 1685: Levante

• Ab 1700: Südamerika, Antillen 

• Im 18. Jh. 繁荣 （原因：1830 Algier-法 北非殖民地；1860 自由贸易协议-英 低/无关税；1869 开放Suezkanal；人口快速增长）

• 瘟疫  1720, GrandSaint-Antoine, Levante

• 工业、港口经济 （航海技术、殖民生产）

• 移民 (Italiener, Griechen, Levantiner, osmanisches Reich) 为贸易机会而低声下气；19世纪意大利/西班牙/希腊 建筑工人；20世纪
Algerier；战后从Algerien回归的殖民开荒者（„pieds noir“）；Algerier排外、骚乱、问题， 部分融合

• 1944: 纳粹，破坏

• 战后，港口衰落 Photo from Marseille



Marcel Pagnol 剧本 Marius  (马赛三部曲)

地点: Césars Bar, 旧港
•   典型港口居民和移民出现地
•   与大海和船只的稳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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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

•  César: Wirt und Vater von Marius
•  Marius: junger Mann (23), träumt von Seefahrt, verliebt in Fanny
•  Honorine: Mittvierzigerin, Fisch- und Muschelverkäuferin, Mutter 

von Fanny
•  Fanny: junge Frau (18), verliebt in Marius
•  Panisse: wohlhabender Segelmacher, frisch verwitwet und fröhlich , 

plant Hochzeit mit F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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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港口和港口居民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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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milieu, juste au bord du trottoir, se dresse un éventaire où l’on 
vend des coquillages. On le voit de dos. Il est peint en vert. Plus loin 
que l’éventaire, au fond, un entassement de marchandises. Caisses 
qui portent en grosses lettres des noms de villes: Bangkok, Batavia, 
Sydney. Des tonneaux de fer, et sur la droite, une montagne 
d’arachides, sous un soleil éclatant. Enfin, au-dessus des 
marchandises, on voit des mâts qui se balancent. (p. 9)



II. 陆地与海洋，本地人与移民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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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Marius两次跨界的行为

•第一次: Marius想要出海
•第二次: Marius und Fanny的秘密约会

•文化学：
- 殖民主义和对异地的向往
-船名：航海、海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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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的中国现代话剧里的“跨界”：
曹禺《雷雨》
• 主要人物：
• 周朴园：55岁，某矿业公司的董事长，年轻时曾有一位女佣情人侍萍，在家庭压力下弃侍萍另娶。

• 繁　漪：35岁，周朴园之妻。

• 鲁侍萍：47岁，女佣，原姓梅，周朴园的旧情人。三十多年前和周朴园私生了周萍，怀了鲁大海后，被周
家赶出门，跳河获救，嫁给周家的仆人鲁贵，生下女儿鲁四凤。

• 周　萍：28岁，周朴园和鲁侍萍的长子，周家少爷，与继母蘩漪私通。

• 鲁大海：27岁，周朴园和鲁侍萍的次子，随母亲生活，矿业公司的工人，工运领袖。

• 周　冲：17岁，周朴园和蘩漪的独子，学生，暗恋四凤。

• 鲁四凤：18岁，鲁贵和鲁侍萍的独女，也是周萍的同母异父妹妹，在周家当女佣，在不知情下与周萍相恋
并怀孕。

• 鲁　贵：48岁，周家仆人，鲁侍萍的丈夫，鲁四凤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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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追求！         →         悲剧的结局！

• 周朴园：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的秩
序；

• 蘩漪：留住周萍，让他永远陪伴自己；
• 周萍：避开蘩漪，逃出周公馆；
• 四凤：跟周萍一起走，想跟周萍结合；
• 周冲：追着四凤的爱；
• 侍萍：要把四凤带出周公馆，使她脱离
险地；

• 鲁贵：永远保住在周公馆的饭碗；
• 鲁大海：为工人的利益而向周朴园进行
坚决的斗争。

• → 往事暴露，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家
庭的秩序

• → 无法留住周萍
• → 逃不出
• → 不能与周萍在一起，同母异父
• →不能得到四凤的爱；做了四凤的陪葬，
美好的平等自由愿望变成一个遗憾

• → 不能带走四凤，四凤已不能生还
• → 不能重返周家
• → 罢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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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兽之斗？

•《雷雨·序》：“他们怎样地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
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
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正如一匹跌地泽沼里的赢马，愈挣扎，愈
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
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Photo from Kinderdijk



中外海洋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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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 语源、定义

• 中古高地德语：Mär/Märe的指小词
•  → Gerücht
• Bolte，1930:

"Unter einem Märchen verstehen wir seit Herder und den 
Brüdern Grimm eine mit dichterischer Phantasie entworfene 
Erzählung besonders aus der Zauberwelt, eine nicht an die 
Bedingungen des wirklichen Lebens geknüpfte wunderbare 
Geschichte, die hoch und niedrig mit Vergnügen anhören, auch 
wenn sie diese unglaublich finden."(S.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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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的普遍定义
- Prosatext
- Wundersame Begebenheiten, fantast. Elemente
- Mündliche Überlieferung
- Erfunden
- Handlung nicht zeitlich oder örtlich festgelegt
- Festes Handlungsmuster (Gut vs. Böse; Das Gute wird belohnt, das Böse bestraft)

• 童话定义难题
- 海洋童话和传说、滑稽剧等的区别？
- I童话跟现实生活/过去的现实生活有没有联系？
《格林童话》 “道德教育、适应儿童”的指向；不同文化涵义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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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中的海洋

  边界、死后天堂 (S. 474)

• 海洋国、鱼王 (冰岛Etana-Mythos, 阿根廷Die Brücke über das Meer, 俄罗斯Das 
Meermädchen); muß es bei einer Jenseitswanderung überqueren

• 谜语、无解的问题 -童话滑稽剧 (Kaiser und Abt: 大海有几滴水? 大海有多深?；超能
力(保加利亚Der Teufel, der das Flohfell erkannte:  一口喝干海水) ——想充分利用大海

• 舞台背景、故事发生场所 (格林兄弟《渔夫和他的妻子》, 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
事》)

   海洋≈潜意识,其中有灵魂的创造力, 英雄追逐的宝物
   自然的力量,对人类不道德行为的暗示-——与自然的和谐; 在欲望与满足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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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的中国古代童话

•《海螺姑娘》

•《哪吒闹海》

•《精卫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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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姑娘 



《海螺姑娘》和《海的女儿》

• 相似：
水中的女性形象；男性的幻想；获得拯救的
需要；无尽的追寻和渴望；异域风情的吸引
力

• 相异： 

《海的女儿》：对爱的追寻渴望以及无法满足；
矛盾的大海描述（灿烂的皇宫和可怕的女巫住所
并存）；王子的无知；对“不灭灵魂”的追寻

《海螺姑娘》：母性关怀和恩爱；较少的大海描
述；勤劳渔民的坚持和拼搏



渔民 
VS. 
西王母



哪吒闹海

哪吒

V.S.

龙王



精卫填海

精卫    V.S.  大海



• "Happy end"?
•面对无边无际或者无法控制
（的自然力量）时的情绪;
•要到海上去吗？
•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童话中的特殊要素：

•龙、龙神及印度龙王信仰
•拼搏
•大海：反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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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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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海”

• 道教、佛教，仙山、乐土

孔子《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西游记》：海外必有神仙 

• 无边无际、无从所知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 乘风破浪

《宋书·宗悫传》：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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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与其他文学作品比较

•《山海经》
•《西游记》 
•《格列佛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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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海经》





（明·胡文焕《山海经
图》）



中国海洋小说的叙事模式（倪浓水）：

•“海洋神仙岛”模式
•“人鱼”模式
•“海上遇风暴漂流至岛屿”模式
•“海洋国（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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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问/反思：

•童话中有拼搏，成人世界只有妥协？
• “中国不能亡”  是原始意识崛起？
•希腊为什么没有？其他古文明为何灭亡？
•我们的哪些美好品质在拯救我们？
•哪些需要摈弃、改正？

• Vaterland, fatherland, patrie   祖国母亲、大地母亲
•我们断奶了吗？母性情怀的温柔？（文学作品中的皇太后、老母
亲、老太太）
•孝的辩证（不远游，感恩、同情的大地情节）

Photo from Listvyanka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 大海：种子、出生，男性、冒险、挑战、征服、远航，死亡的可能与诱惑？

• 土地：粮食、成长，女性、孕育、保护、温柔、留恋，生存的可能与退让？

• 祖先的《山海经》中两者都有 为何我们抛弃了其中一种？

• 重文轻武，重农轻商？

• 教育幼儿远离危险？保护过度？怎样才算合适的“度”？

• 面对未知、害怕的选择：敬畏？征服？

• 活着就好的实用主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的英雄主义？

• 大海与陆地，一撇一捺，如何才能统一为人？

• 我们是否永远处于矛盾之中？

• 汉文化的包容力在于农耕文明避免了死亡的风险？环境问题？

• 遇到问题时的消极态度（闭关锁国），是一时绕过，却会积累爆发？

• 我们是在“可持续发展”吗？

• 从闭关锁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是否轻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 矛盾人生、大千世界中，做何选择？   现代社会的准则？《没有个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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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海洋精神的可能
 

•荣格：使受挫折的原型获得应有的发展

•吴晓波：人对天理、命运的敬畏，并不仅仅表现为顺从，而应该
是一种清醒的对话，是向上成长的渴望，是与未知对抗的坚决与
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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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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