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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反抗与建构

———图画书《怪物史莱克》的多重解读

钱淑英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

摘 要: 图画书《怪物史莱克》和同名动画电影一样，通过对传统童话的颠覆、解构和戏仿，呈现出强烈的

后现代风格。但它与电影相比，拥有着更加激进的创作理念和更为开放的文本空间。借助文本细读、版本对

照和互文性分析，可以在情节结构、作家观念、细节描写等多个维度，解读出图画书《怪物史莱克》的后现代思

想及其深层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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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美国梦工厂推出了动画电影《怪物

史莱克》。电影改编自威廉·史塔克创作的同名

图画书，它以一种后现代的狂欢形态，给观众带来

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和观念革新。2013 年，图画书

《怪物史莱克》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引进出版。
这个依据童话经典所创建的后现代文本，在形象

设置、情节模式、叙事语调等方面，对传统童话构

成了全方位的挑战。与电影相比，图画书呈现出

了更加激进的创作理念和更为开放的文本空间。
在后现代理论背景下解读图画书《怪物史莱克》，

可以借助文本细读、版本对照和互文性分析等方

式，挖掘文字和画面共同传达的深层意涵，并在此

过程中揭示作品之于读者的价值。

一、戏仿背后的严肃态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美童书界兴起了重

写经典童话的热潮。这种改写充满了后现代主义

风格，它不只是对古老故事的简单重复，或仅仅提

供一个新的故事背景，而是使新的文本同时承载

故事过去与现在的双重含义。在图画书领域，出

现了一系列有趣的改写作品，比如，《臭起司小子

爆笑故事大集合》( 席斯卡、史密斯) 、《顽皮公主

不出嫁》( 巴贝柯尔) 、《三只小猪》( 大卫·威斯

纳) 等作品，通过对经典童话的解构和戏仿，打破

了二元对立的模式，传递出更为开放的道德、审美

和写作观念。
威廉·史塔克创作的《怪物史莱克》出版于

1990 年，正与当时暗流涌动的童话改写潮流相呼

应。解读这样一部戏仿之作，如果不将它放置在

后现代语境中，我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其深层的

含义。但假若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后现代就

是无节制和毫无立场的颠覆、解构和搞笑，那么，

《怪物史莱克》能够为读者提供的，也不过是一场

粗野的闹剧，除了喧嚣、热闹、好玩之外，再无其

他。而实际上，在这部作品中，恰恰体现了我们常

常忽视的后现代的建设性向度，即拥抱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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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尊重多元化的思维品格，追寻创造性成

果和现实主义关怀。威廉·史塔克以一种看似嘲

讽却充满创造力的方式，完成了关于自我和人生

的激进表达，他在戏仿之中，融入了极其严肃的创

作态度。

封面上出现的史莱克的那副怪模样，首先给

我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震撼。这个庞然大物，不

仅相貌其丑无比，眼神中还透着一股邪恶劲儿，像

是一头随时要爆发的猛兽，让人产生不舒适感和

不安全感。他的皮肤是绿色的，那满是胡渣的脸

上，长着奇异的鼻子、眼睛、嘴巴和耳朵，臃肿肥胖

的身躯上套着一件带紫色斑纹的外衣，腰间系一

根皮带，双手留着长长的指甲。史莱克如此斑斓

杂色的骇人形象，与传统童话中那些英俊王子或

勇敢少年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

了这个作品将会拥有不同寻常的面貌。

果不其然，故事一开始就呈现了非同一般的

叙事风格，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英俊的王

子”，而是“他的妈妈很丑，他的爸爸很丑，不过，

史莱克比他们俩加在一起还要丑”。这个开场

白，不仅打破了人们在童话中寄予的关于王子公

主的浪漫爱情想象，而且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

将主人公的困境直接抛至读者面前，让人感到无

所适从。

随后，在第二个画面里，我们看到了史莱克那

对奇丑无比的父母，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令人瞠

目结舌。他们在一起悄悄地商量“是时候让他们

的小宝贝到世界上去做他该做的坏事了”，并一

脚把孩子踹了出去，将史莱克无情地赶出了他出

生的黑洞穴。离别时，史莱克未曾得到双亲的深

情嘱托和祝福，如此这般的命运，是过去的童话主

人公所没有的。

当然，我们不必为史莱克的未来担心，这个看

起来令人反感的反派角色，很快就像英雄一般踏

上了冒险征程。他在路上遇见了女巫和驴子，在

他们的指引和带领之下，打败恶龙和骑士，最终和

心爱的公主结婚，获得了他的幸福生活。只是，和

一般的童话故事不同，本应充当英雄角色的史莱

克，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喜爱，而帮助他的女

巫和驴子，也是邪恶和愚蠢的代表。也就是说，在

整体结构上，《怪物史莱克》未能完全脱离传统童

话的模式，但史塔克通过一反常态的叙事语调，为

作品注入了强烈的颠覆感。在结尾部分，作者更

是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态，对传统童话进行了无

情嘲弄。

故事最后，史莱克在城堡里遇见了令他倾倒

的公主。但这个公主，不是电影《怪物史莱克》里

那个被咒语缠身的美丽公主菲奥娜，而是世界上

最吓人的丑八怪公主，她丑得难以形容，比起史莱

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莱克和丑八怪公主一见钟

情的结局，是我们能够预料的，然而，作者对于他

们相互欣赏的对话描写，着实让人咋舌:

史莱克说:“你的肿块硬又硬，你的脓包

红又红，就像沼泽黏糊糊，就像沼泽臭哄哄，

深深把我感动。”

公主说:“你的鼻子高高低低，你的脑袋

尖尖怪怪，你的眼睛邪恶变态，红得如此厉

害，干脆把我活埋。”

史莱克说: “噢，可怕的你，有着蓝色嘴

唇，你的眼睛赤红，胭脂一般红通通，让我着

迷昏冬冬。”“我要说下去，我知道你知道，我

为什么那么爱你，就是因为———你丑得不得

了!”

公主说: “你的鼻子那样毛茸茸，噢，我

们怎能迟疑停顿，你看起来如此可怕吓人，我

想我们应该赶紧结婚。”［1］

在这里，史塔克以一种反传统的审美立场，对

丑极尽赞美之词。最终，史莱克以近似于英雄救

美的方式，赢得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他和丑八

怪公主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从此过着人见人怕

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大团圆结局之中，作者用一

种不和谐感和破坏性，来对抗完美主义的生活理

想，从而为童话构建出后现代意义上的全新内涵。

可以说，《怪物史莱克》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我

们揭开了童话幻想中的面纱，反映了童话与现实

生活更加直接的隐喻关系: 我们无法成为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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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自己，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接受。史塔

克借由史莱克向人们宣称，接受真实的自己，坚强

地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是获得幸福的唯一路径。

而史莱克的生命轨迹则使我们相信，勇敢做自己

的强大信念，足以让人在童话幻境破灭之后，重新

找回源于自我的心灵慰藉。

二、反抗道德偏见和歧视

初读《怪物史莱克》，我们从整体上感受到了

作品所具有的颠覆力和创造力。美国学者杰克·

齐普斯认为:“这是一个仿童话故事，它对所有传

统的民间童话和童话故事的标准模式都进行了嘲

讽性的运用，目的是迫使读者去思考邪恶与美好

之间的相对本质。”［2］251作品的确不像表面看起来

那么一目了然，也不是简单的搞笑，而是在后现代

的喜剧情态中隐含着严肃的道德立场。这种立

场，自然和作家的创作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创作《怪物史莱克》时，威廉·史塔克已是耄

耋之年。对于 61 岁才开始童书创作的史塔克来

说，为孩子们写书，不只是给他们提供阅读的乐

趣，他总是在热闹、有趣的故事里面，巧妙地融入

自己对生命的独到体悟。史塔克深信，对现代儿

童而言，童话应该更多地和现实相遇，并为解决孩

子的现实问题提供助力。他在《怪物史莱克》中

所展开的戏仿，目的是为了挣脱非此即彼的道德

判断，希望在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的关系中，建

立更为辩证和多元的观点，增强孩子对现实的洞

察力，帮助他们去除认知世界的刻板印象和消极

偏见。

通过电影的视觉传达，史莱克作为怪物的形

象早已深入人心。不过，电影画面中的史莱克，并

没有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他那圆润的身体、微笑的

脸庞、奇异的耳朵，甚至可以用可爱来形容。而史

塔克笔下的史莱克，要比电影中的丑陋很多。这

样的丑，的确让人望而生畏。可是，一个人长得

丑，就该理所当然地被定义成怪物吗? 所谓怪物，

是否就是不同于常态的异类? 而所谓常态，又由

谁来界定? 在我们周围，总有那么一些长相、装扮

或个性怪异的人，因为异于常态，被随意地贴上怪

物的标签，这对他们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通过史莱克生存境遇的描述，威廉·史塔克充分

表达了他的道德期待。
《怪物史莱克》的中译名，其实就体现了这样

一种偏见。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Shrek!”，［3］并

没有出现“怪物”一词。动画电影与图画书同名，

只是标题里少了一个感叹号。在中文翻译中加入

“怪物”这一特定名词，应该是基于大众传播方面

的考量，为了加强标识性，使人印象深刻。但是，

这小小的符码变更过程，恰恰暗含了一种观念上

的歧视。

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又可以发现，除了画面的

直接呈现，史塔克无意在文字中具体描绘史莱克

的丑。他主要采取侧面烘托的方式，来揭示这一

事实。不管史莱克走到哪里，所有生物全都逃之

夭夭，连花草树木都要为他让路。作者使用了

“丑”( ugly) 、“可怕的东西”( horror) 、“让人讨厌

的”( repulsive /disgusting) 、吓人的( scary) 等这样

一些概括性的词汇来形容主人公的相貌。而这些

词汇更多地和感官感受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指向

特定的道德判断。文中始终没有出现诸如“邪

恶”( evil) 这样的字眼，也从未出现“怪物”( mon-
ster) 这一实质性的概念论断。史塔克用词的审慎

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了他的观念和立场。

读完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史莱克并没有当

初我们设想的那般恐怖和吓人。虽然，史莱克的

父母让孩子离家的愿望是希望他“到世界上去做

他该做的坏事”，但是，在行为上，史莱克并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作恶倾向。是自我保护的需要和赢

得未来的决心，促使他扫除一切障碍，打败所有对

手，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正如所有童话故事里的

英雄主人公所做的那样。

在史莱克所做的事情当中，唯有吓坏山民那

件事，表现出了道德上的不良倾向。当史莱克称

山民为“乡巴佬”的时候，他已在不经意间为山民

贴上了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标签，这是我们应该加

以指摘的。不过，史莱克并没有存心伤害山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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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他只是因为饥饿才去抢夺山民的冷山鸡。

或许，对于史莱克来说，他最大的过错，就是长得

太丑了。那些心存畏惧的花草、树木、动物、人类，

干脆躲他远远的。至于那些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强

大势力，则表现出傲慢、无礼的态度。最过分的当

数雷神和电神了，他们看史莱克长得丑，就决定要

修理修理他。面对这样的挑衅，史莱克自然要奋

起反抗。

而我们在正文画面里看到的史莱克，也不像

封面中那般面目狰狞、具有攻击性，他似乎总是咧

嘴微笑着，悠游自在地行进在自己的道路上。这

种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生活态度，是威廉·史塔

克在他的童话作品中一直强调的。《帅狗杜明尼

克》《真正的贼》《老鼠阿贝漂流记》《勇敢的艾

琳》《会说话的骨头》等故事里的主人公们，无论

面对怎样的困境，都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史莱

克也一样，他精力充沛，果敢机敏，以极强的行动

力完成冒险旅程，最终为自己赢得了美妙人生。

在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只要不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每个人都有权利做

真实的自己，以自信的姿态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过，现实生活中很多被视为异类的人，很难像史

莱克一样做到自得其乐，他们太容易被人们贴上

各种各样的标签，深陷观念的牢笼而无法自拔。

正因为揭标签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所以史塔

克才不得不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以夸张的情节和

画面，唤起我们内心深处激烈的情绪反应，为现实

的反抗寻求更加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对道德歧视加以抵制和反抗，是美国

现代童书作家积极倡导的一种创作理念。他们十

分重视培育儿童的主体意识，注意避免让年幼的

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受到种族、性别等文化偏见所

导致的消极影响。在杰克·齐普斯看来，《怪物

史莱克》是“一个彻底破灭了童话故事期望的童

话故事”，“充满了喧嚣的乐趣、天翻地覆的场面

和怀疑一切的思想”，作者用一种“相对主义的道

德观对传统邪恶观的偏见提出了疑问”，表达了

“对于宽容和求同存异的乌托邦期望”。［2］252 威

廉·史塔克通过史莱克这个局外人、边缘人的角

色，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做真实的自我比任

何时候都要快乐。

三、以强大的内心建构主体性

比起电影里那个心性活跃、充满喜感的动画

形象，图画书中的史莱克显得个性较为单一、固

定。在一种缺少变化的稳定中，作者所要强调的

是主人公乐观主义的天性。一路上，史莱克所向

披靡，凭借与生俱来的天赋本领，先后打败了电神

和雷神、巨龙和骑士，这些对手或落荒而逃，或昏

睡倒地、烤成火人。正因为拥有一颗强大的心，史

莱克才能够一直做自己，不惧怕任何人的歧视、嫌
恶乃至攻击。

然而，反复阅读作品，我们又能发现，这个无

比强大的史莱克，并非无所畏惧。书中通过两处

细节描写，向读者提示了史莱克也有内心感到恐

惧的时刻。这两个细节，仿佛是作者在流畅的欢

乐音符中安插的不和谐音，使人心生困惑，又觉得

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第一个不和谐音，出现在史莱克打败巨龙之

后的梦中。在昏迷之中，史莱克做了一个梦，梦见

田野上开满鲜花，鸟儿在歌唱，一些小朋友不停地

拥抱和亲吻他。这个宁静、美好的画面，是我们期

待在童话中见到的，但它却不是史莱克想要的。

他努力想让孩子们停下，却无法阻止，因为梦中的

他一动也不能动。而梦醒后的史莱克居然庆幸:

“还好这只是一个糟糕的梦……一个可怕的梦!”

这个场景，给人以极大的解读空间。这天堂

般的景象，与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自私的巨

人》中结尾处的描写十分相似。不同的是，等待

春天的巨人，在孩子们重新来到花园的时候，热切

地拥抱和接纳孩子，而史莱克却相反，他对孩子们

怀有排斥心态。威廉·史塔克以反讽的语调制造

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疑团: 无所畏惧的史莱克，为什

么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梦? 他是否已经习惯了

别人的嫌恶，所以在面对纯真的、毫无偏见的孩子

的接纳时，反而觉得不习惯以至于无法和谐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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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面中我们看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以及

他们对史莱克亲密无间的情感表达，和史莱克身

体僵硬、汗流满面的样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

个梦，似乎证明了史莱克内心其实埋藏着对温情

的热切渴望，但习惯了冷漠态度的他，一时难以接

受这样的温情，同时又无力抵抗。在矛盾和挣扎

中，作者表达了对建立平等意识、破除固有偏见之

艰难程度的理解。

第二次关于史莱克恐惧心理的描写，出现在

他打败骑士即将进入城堡的时刻。此时的史莱克

心情非常得意，他大摇大摆地进入城堡。可是，就

在那里，史莱克“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惧”。这

样的心理转折有些出人意料，我们不禁又产生这

样的疑惑: 究竟是什么让史莱克感到恐惧，前方有

什么可怕的事物等待着他? 难道是那个公主太吓

人以至于史莱克害怕和她结婚，抑或是公主因为

史莱克长得太丑而拒绝了他的求爱?

没有人能够免除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史莱克

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大胆，因此，强大无比的他

同样心存畏惧。虽然结局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史莱克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公主的芳心，但在迈向

结局的那一刻，一种对无法预知未来的莫名恐惧，

突然向他袭来。当史莱克身处镜子大厅时，作者

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现了主人公的恐惧。数以百计

的“丑陋怪物”①围绕在四周，使史莱克开始感到

害怕，他吓得只能喷出一点点火焰。而且，看着镜

子里的丑陋之物，史莱克根本无法还击，他撞上的

都是玻璃。

不过，史莱克很快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他知

道在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面对镜子里自己的

丑陋模样，史莱克不仅坦然接受，而且“快乐得无

与伦比”。这不禁又使人联想起王尔德的另一篇

童话《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故事里那个跳着滑

稽舞蹈逗公主发笑的小矮人，在一个明亮房间的

镜子里，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样子。困惑和

挣扎给他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在最终确认镜

子里的丑陋怪物就是自己以后，小矮人倒在地上，

心碎而死。

作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文本，《怪物史莱克》

从很多方面体现出了互文性特征。通过以上两个

画面的互文性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创

作者的意图。虽然，在拉康看来，镜子阶段是场悲

剧，它将自我引向幻象并导致异化，但史塔克还是

赋予了史莱克直面“镜像之我”的勇气。发现镜

中的自己如此丑陋之后的史莱克，没有像王尔德

笔下的小矮人那样倒下去，他甚至为丑陋的自己

感到 自 豪。当 史 莱 克 尖 叫 着“他 们 都 是 我!”
( They’re all me! ) “都是我自己!”( All me! ) 时，

我们仿佛听见他在向全世界宣告: 我很丑! 但就

算别人都视我为怪物，也无法夺走我的快乐!

一个强大的人，一旦表现出虚弱的一面，显露

其真实的人性，就很容易得到他人的情感共鸣。

史塔克在文中设置的这两个细节，给人以极大的

玩味空间，也使《怪物史莱克》因此产生了更加丰

富的文本意涵。它们似乎暗示着，每个人所要面

对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只有凭借自我肯定的信

念，才能战胜心中的恐惧。而史莱克最吸引我们

的，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快乐和自信。这种单纯的

信念和力量，足以打败人在心灵深处隐藏着的那

些丑恶浮华的欲望。

正因如此，威廉·史塔克在史莱克身上建构的

主体性，让人深深着迷。在 1990 年初版的英文图

画书的封面中，史莱克站立在一个大大的英文字母

“I”所构成的空心框架里，这个主格“I”代表了比宾

格“me”更具主体意识的自我。而在中文引进版的

封面里，这个字母框架已被“拆除”，只见史莱克的

上半身几乎占满整个画面，呈示出一种自我膨胀、

主动进攻的意味。这一方面缓解了主人公身处封

闭空间局促不安的情绪，使其无需依靠他人的符号

命名，便能自觉地从内心迸发出一个强大的自我;

另一方面，这个观念松绑的过程，帮助我们再一次

打破了绝对主义的思想牢笼，进一步体会到《怪物

史莱克》这个作品所包含的革新精神。

四、结 语

尽管《怪物史莱克》不是威廉·史塔克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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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但它以极强的颠覆力和创造力，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后现代童话文本。作者

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没有办法

拥有完美的样子，不如接受真实的自我。因为，只

有做真实的自我，才是幸福和自由的。
蒂姆·莫里斯认为: “20 世纪美国的经典图

画书都是简洁与多义相融的作品。作为探讨权力

和欲望的所在，许多图画书都不愿做直白明确的

表达。”［4］面对《怪物史莱克》这样一部开放性的

作品，我们理应以开放的观念进行解读。作为引

导儿童阅读的成年人，了解作品背后所包含的诸

多信息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搭建起

一个封闭的框架，在不经意间限制孩子的理解力

和想象力。儿童对来自成人社会中的文化信息的

理解中所表现出的想象力、创造力，往往令成人惊

奇。［5］当我们把图画书《怪物史莱克》推荐给年幼

的孩子时，无需太多阐释，让他们享受纯粹的阅读

乐趣即可。倘若面向具备一定阅读经验的高年龄

段的孩子，我们则应该鼓励他们成为故事的参与

者，带领他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探寻作品可待

挖掘的深层空间。

注释:

①“丑陋怪物”对应的英文词汇是“hideous creatures”。这里虽然

出现了“怪物”这样的字眼，但它指向的是镜像之物，并非主人

公真正的自己。而“creature”作为一种生命形态，也与“mon-

ster”这样暗含邪恶意味的符号指称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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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bell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A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icture Book Shrek

QIAN Shuyi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 Sharing the name of the animated film，the picture book Shrek shows a strong postmodern style
through the subversion，deconstruction and parody of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However，it has a more radical
creative idea and more open space for text． In light of such dimensions as the plot structure，writer’s concept
and detail description，this paper will interpret the postmodern thinking and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picture
book，via the way of text reading，version control and inter-text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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