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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代》与《四世同堂》中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

覃旭玲

摘要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对《四朝代》和《四世同堂》中达岸和瑞宣以及帕洛伊和韵
梅等人物形象的比较。《四朝代》和《四世同堂》这两部文学作品都受到了中泰两国传统
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本论文主要采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对两组人物的生活状况，受教
育情况，社会及家庭地位以及思想的异同点进行比较研究。
 本论文研究发现，这两组人物身上存在在很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达岸出生在贵族家
庭，瑞宣出生在平民家庭，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思想，但方式是不同的，达岸直接去西国外
学习，瑞轩则在国内接受西方教育。但不同的是，瑞宣在战争中，产生了奔赴前线抗战的
想法，达岸却没有这种想法。帕洛伊和韵梅的相同点是，都是家庭主妇，都出生在封建社
会，具有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同时都具有博爱之心，不同点则是，帕洛伊出生在贵族家
庭，韵梅出身平民，帕洛伊一生都受传统思想束缚着，韵梅最后则成为了走出家庭的“战
士”。两组人物在生活状况 ，受教育情况，社会及家庭地位以及思想方面既有相同的地方，
又有不同之处。反映出了泰中两国人民在思想及生活方式上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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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克立•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塑造了一批具有浓重时代特色的人物，描写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和特定的环境影响下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际遇。  在《四朝代》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曼谷王朝
六世王、七世王、八世王这三个朝代，着重讲述了帕洛伊婚后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变故。这后半部中，
帕洛伊的娘家，因其父亲去世而分崩离析。外部社会也动荡不安。西方文化的传入，促使社会变革加
速。到了七世王时期，曾留学国外的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人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要求改变
泰国现有的统治制度，于是发生了政变，使泰国由君主专制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而策划和领导政变
的这些年轻人中就有帕洛伊的儿子达岸。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人
物就是帕洛伊。
 帕洛伊是克立•巴莫亲王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几乎接近完美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外貌还是心灵。可以
说帕洛伊是上天创造的美的化身，善的化身。她的身上具备着东方道德所要求的所有女性的良好品德。
帕洛伊端庄秀丽、温和慈爱、贤良淑德。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同样塑造了一些列具有个性特点的人物。而在这众多的人物当中，祁瑞宣
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这个人物具有鲜明的特点。他受过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具有强烈的
民族危亡感和爱国心。而他的妻子韵梅，也是老舍塑造的另一个具有特点的人物，虽然对她的着墨不
像祁瑞宣那么多，但是依然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家庭妇女形象。将达岸和祁瑞宣进行
比较，以及将帕洛伊与韵梅进行比较，能够更深刻的研究中泰两国人民在性格、文化、思想等方面的
异同点。
 一、 双重文化的结合体——达岸与瑞宣比较
 首先达岸和祁瑞宣在家族及作品中的位置的异同
 在《四朝代》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曼谷王朝六世王、七世王、八世王这三个朝代，着重
讲述了帕洛伊婚后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变故。这后半部中，帕洛伊的娘家，因其父亲去世而分崩离析。
外部社会也动荡不安。西方文化的传入，促使社会变革加速。到了七世王时期，曾留学国外的具有西
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人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要求改变泰国现有的统治制度，于是发生了政变，使
泰国由君主专制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而策划和领导政变的这些年轻人中就有帕洛伊的儿子达岸。达
岸应该算是帕洛伊的长子。但是由于布雷木在与帕洛伊成婚之前，布雷木已有了一个儿子欧恩，所以
达岸就成了家里第二个孩子。而《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是祁家的第三代长孙。达岸是属于《四朝代》
所塑造的帕洛伊这个家庭的第二代，而祁瑞宣则是第三代。但达岸是第二代中的长子，祁瑞宣是第三
代中的长孙，所以虽然辈分不一样，但在辈分中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
 另外在两部作品中，这两个人物的角色位置也不一样。在《四朝代》中，达岸是在后半部中才出
现的。只能算作次主要人物。而《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则是从作品一开始就已经出场了，而且瑞宣是
贯穿整部作品的，算是作者刻画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四朝代》中，达岸这个人物，作者是从其出生
和童年时候写起的。而《四世同堂》的祁瑞宣，作者一直是表现成年后的瑞宣的心理和思想。
 其次，他们的出身也是不同的。
 达岸出生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家庭，父亲获封拍耶爵位，家庭生活一直都很优裕富足。虽然最后
家庭遭到炮火的袭击，但是达岸及其家庭的生活也还是过得去的。而瑞宣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四世同堂
的传统思想浓重的普通家庭，尽管开始的时候生活还算过的去，但是并不属于上层社会，而仅仅是下
层社会中生活较好的那种。而到后来，由于日本人的统治，导致最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是两个
人出身的不同。也正是这种出身的不同，才导致了两个人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和位置不同。达岸在家
庭中并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他并不用担负起赡养老人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因为他的家庭条件优越，
有很多积蓄，他并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而祁瑞宣则不同，不但要担负起赡养老人，而且还要担负起
养育下一代的责任，所以祁瑞宣来自家庭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他对逃出去参加战斗犹豫不决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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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达岸和瑞宣所受教育及思想方面的异同。
 达岸曾经作为留学生，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对西方思想接受得比较多。达岸在这一生中一共
做过过两件比较离经叛道的事情。其一是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外国女子露西结婚；另一件事
是参与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这两件事充分表明了，达岸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接受比较深入而全面。
但是达岸毕竟不是西方人,他在泰国的生活时间一长，他的这些西方思想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
泰国的传统思想。达岸回到泰国后的所有做法，都明确的表现出，泰国的传统思想占据了主导，但这
并不是说，他的西式思想全都消失殆尽了。在达岸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泰西两种文化的矛盾结合。但最
终还是泰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所以我们说，达岸就是一个泰西文化的矛盾结合体。
 而《四世同堂》中的瑞宣虽然读过很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也学习过西方的语言和文化。但
是他毕竟没有像达岸那样直接到国外留学。他所接受的是中式土壤中的西方教育。这样的教育知识启
蒙式的，引导式的。并不能使他彻底的了解和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他所接受和了解的只是一些皮
毛而已。而深深扎根在他身上的依然是家国天下的中式传统思想。中式的传统思想在他身上还是占据
主要部分的。而且从瑞宣的行为方式，言语表现来看，他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尽管他有着
强烈的爱国心，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书生的懦怯和犹豫不决的特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瑞宣和
达岸一样，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是中式传统文化与西式文化的矛盾结合体。
 他（瑞宣）很用功，对中国与西欧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有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
深造。••••••
 在思想上，他与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所以，在全家中，他只与老三说得来。
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
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做到乙，或者甚至于只能到丙或丁。他似乎有点女性，在行动
上他总求全盘的体谅。举个例子说：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
一套。可是他去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
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1]

 这就是东方与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祁瑞宣，他跟达岸不一样，虽然他们都具有西方的思想，而且
也都具有本国的传统思想，但是在性格上差别是很大的。达岸的性格虽然有些柔弱，更多的是果断。
他想做就去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而瑞宣缺少的正是这种行动力。瑞宣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远远多于西方文化，这也是他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全盘考虑的原因所在。
 第四， 达岸与瑞轩同样经历了二战，在战争中两个人的表现有着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是两者都爱国也都以家庭为主。不同点是，达岸爱国却从未产生投入到前线抗战中去的想
法，瑞轩一直有着保家卫国的思想，但却犹豫不决。
 《四朝代》中的达岸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并不是一组平行线，而是两个有交叉点的人物。把
这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是战争。
 虽然，经历了战争，但是达岸并没有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冲动，而是一直是呆在家人身边的。这
也说明了在他的观念中明显存有传统的个人和家庭观念，从而淡化了保家卫国的观念。
   两三天后，达岸就只会人们在家里的草坪中挖了一个大的——能容纳全家人的——防空洞。挖防
空洞的事，达岸曾告诉过帕洛伊费用很大。[2]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达岸还是以家庭以亲人的安危为最重要的事情。在战争时，他从未考
虑过要奔赴前线，要为保卫泰国而战。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他没能体会到贫民百姓那种国破家亡
的痛苦，也没有能体会到贫民百姓那种走投无路的痛苦感觉。而且达岸出生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家庭，
生活无忧无虑，即使在战争期间，物价昂贵的时候，还能有钱去挖防空洞。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正好
体现了贵族阶级的自私性。他们只顾自己的安危。其他人或者国家的安危，他们是可以抛到脑后的。
   《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同样经历了二战，日本人同样充斥了整个北京城。在战争中，瑞宣也同样是
以自己的家庭为重。但是瑞宣与达岸不同，瑞宣是爱国的，在战争爆发后，瑞宣是有着奔赴国难，捐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0

[2]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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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卫国的冲动的。尽管这种想法一直都停留在想法阶段。而这种想法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因为他是
家里的顶梁柱，是家里的经济来源。他不能抛家弃子一走了之，他是迫不得已才无法奔赴前线保家卫
国的。这与达岸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瑞宣的这种拖累，也源于他的浓重而传统的家族观念。在这
一点上，多少与《四朝代》中的达岸有些类似。
     他（瑞宣）知道中日的战争必定会使世界的地理与历史改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家老少
的安全与吃穿。祖父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能再去出力挣钱。父亲挣钱有限，而且也是五十好几的人。
母亲有病，禁不起惊慌。二爷的收入将将够他们夫妇俩花的，而老三还正在读书的时候。天下太平，
他们都可以不愁吃穿，过一份无灾无难的日子。今天北平忘了，该怎么办？平日，他已是当家的；今
天，他的责任与困难更要增加许多倍！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
当去给国家做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
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做亡国奴，他
不能受！不能受！ [1]

 老舍称祁瑞宣是新旧文化之间的钟摆，而且他也是中西文化之间的钟摆。达岸同样是泰国传统文
化与新文化，泰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钟摆。因为这两个人都出生成长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祁瑞宣
出生和成长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环境之中，当时的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变革。西方文
化也大量地涌入中国社会，而作为落后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祁瑞宣
就是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相碰撞的漩涡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达岸也同样是在泰国社会发生变革的
时候出生和成长的。达岸出生在六世王时期，从五世王时期开始西方文化就已经远远不断的涌入泰国，
为了泰国的发展和进步，五世王便开始了各个方面的改革。而到了六世王时期，改革幅度也在不断的
加大，西方文化在泰国也越来越多。到了七世王时期，发生了政变，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由原来的君主制转变为了君主立宪制。到了八世王时期，社会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达岸就是在这样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旧与新，泰与西
的融合。
 瑞宣是一个具有爱国热情的清醒的爱国者。他在民族危亡之时，他虽自己未能奔赴国难，但是他
懂得抗日救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他设法帮老三瑞全逃出北平，动员刘师傅、小崔、长顺、瑞丰、
高弟等等人逃出北平，并未刘师傅和高弟等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收听广播，时刻关注着战事动向和
国家命运。正是这种爱国之情和自己不能出走去抗日救国。使瑞宣的心理十分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心
理使他生出了“恨”。这种恨，一是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恨，二是对自己没出息懦弱，没能抛
弃妻子奔赴国难的恨。《四朝代》中的达岸同样是爱国的，他对自己的国家也充满着爱，为国家的前
途表示担忧，希望通过改变政体来达到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目的。
 “爱国的感情孩儿（达岸）是很强烈的。”达岸回道。“但我是忠于国王的，而且常常想到陛下
的恩泽，未尝稍有亵渎。••••••”[1]
     达岸虽然爱国，但是当泰国遭受战争时，他并没有像《四世同堂》里的瑞宣那样，为不能奔赴前
线，救国家于危难而感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在战争时，他牵挂家人的安危，但是内心并没有对日本
或同盟国或者泰奸产生怨恨，这可能跟泰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系。
    总之，《四朝代》中的达岸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无论在性格，思想，还是家庭背景，成
长经历上，都有着些许的相似性。但是两个人是属于不同国家的，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
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事属于不同阶层的人，所以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不同之处。
 二、深居简出的家庭主妇——帕洛伊与韵梅比较
 克立•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塑造了一批具有浓重时代特色的人物，描写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和特定的环境影响下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际遇。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
一个人物就是帕洛伊。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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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洛伊是克立•巴莫亲王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几乎接近完美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外貌还是心灵。可以
说帕洛伊是上天创造的美的化身，善的化身。她的身上具备着东方道德所要求的所有女性的良好品德。
帕洛伊端庄秀丽、温和慈爱、贤良淑德。
 帕洛伊出生在五世王统治鼎盛时期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在泰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孝顺
父母、关爱兄弟姐妹，对国王和王室忠心耿耿，而且有着令人羡慕的爱情归宿和物质生活。对帕洛伊
传统品德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宫中生活的那几年。在宫中，帕洛伊不仅学会了插花、打扇等宫廷手
工艺，而且还学会了烹制美食等，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培养了她的传统美德。
 从小说的一开始到结束，帕洛伊都是生活在爱的光辉中的，这种爱包括爱人和被爱。所以，在传
统文化和道德的熏陶下，帕洛伊拥有着善良博爱隐忍的性格。小时候，帕洛伊就很善良和孝顺，并因
此得到父亲的疼爱；进宫之后，也因为忠诚、勤恳与灵巧得到了贵妃的宠爱，成为贵妃的贴身侍女。
帕洛伊并未因得宠而骄傲而不可一世，依然温文尔雅，依然心地善良，而且也懂得感恩。这是这种被
爱的境遇造就了帕洛伊善良的天性。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韵梅形象，也是老舍笔下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老舍心目中最典型
的贤妻良母。她朴实善良、温顺贤淑、尊礼守节、任劳任怨。自从嫁给了祁瑞宣之后，整日操持着祁
家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等日常琐事。她很少出门，厨房是她在的最多的地方，从早到晚几乎整天都在
厨房里转来转去。她自始至终都本本分分的做着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儿媳。她在传统文化的熏
陶下长大，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做些什么和该怎么做，所以男人的事情她从来不参与。虽然她从
来不过问除了家庭琐事之外的事情，但是家里每个人的举动都牵动着她的心。
 韵梅是在传统的理念教育下长大的。古人讲：“女子无才便是德”。韵梅并没有读过什么书，甚
至连名字都是后来瑞宣给起的。因为这样，韵梅也意识到了自己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瑞宣之间的差距。
所以，她尽量以忍耐、勤劳和贤淑来弥补这种差距。    
 到小说的最后，韵梅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整天围着厨房转的韵梅，以前厨房是她的本营，院子就是
她的世界。到了国家危亡、民族沦陷的时刻，韵梅把自己锻炼得更为坚强，心胸也更为宽广。现在她
的目光已经不仅仅盯在家庭琐事上了，她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装进了自己的心里，已由一个传统的
旧式家庭主妇，转变成了新时代的女性。
 韵梅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女性，这种爱不仅表现在对自己的儿女和老人上，还表现在对待街坊邻
居和家里的其他成员上。瑞丰好吃懒做、为人鄙俗，多次置危难中的家人于不顾。当他丢了官，又被
妻子甩掉之后，厚颜无耻地回到家中时，韵梅并没有对他显示出丝毫的鄙夷之色。而当瑞丰跟韵梅索
要零花钱时，韵梅也还是千方百计地省出一些钱来给他。这充分显示了韵梅的博爱之心。当刘师傅逃
出城去抗日后，瑞宣答应在经济上帮助刘师傅的妻子。每次瑞宣给刘师傅妻子钱时，韵梅并没有任何
怨言，即使自己家庭非常困难，也是如此。在钱家遭难时，韵梅的种种表现和举动，体现了她对街坊
邻居的爱。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韵梅形象与克立•巴莫亲王塑造的帕洛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帕洛伊
和韵梅都是受着传统文化熏陶长大的女性。在她们的思想中，都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是属于家庭
和孩子的。韵梅和帕洛伊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生都是生活在家庭之中，她们都没有参与过社
会活动，或者说是国家的活动，因为她们认为这些都是男人们的事情，与她们没有多大的干系。她们
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家里照顾家庭，相夫教子。而她们都遵从着“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道德规
范。尽管帕洛伊和韵梅是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不同，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
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也起到过很深刻的影响。所以在泰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
德规范很相似。韵梅在未成家时是附属于父亲的，父亲说的话是必须要听的；嫁给了祁瑞宣之后，她
脱离了父亲，但却成了瑞宣的附属，所以在家里瑞宣说什么，韵梅都静静地听着，甚至家里的其他男
人谈话，她也只是静静地听着，从来不发表意见。这就表现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对她的影响。
同样，帕洛伊在没进皇宫之前，她是属于父亲的，不仅仅是她，她的妈妈，甚至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都是属于他父亲的，父亲的命令一定要遵从。进入皇宫之后，她是属于贵妃的，贵妃的话就要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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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婚之后，丈夫布雷木就成了帕洛伊的支柱和依靠，布雷木的话，帕洛伊也要遵从，她不能去干涉
布雷木所做的任何决定。在布雷木死后，她甚至成了儿子的附属，虽然帕洛伊不用对儿子惟命是从，
但是儿子却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支柱和依靠。这表现出帕洛伊在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三
从四德”的思想。由于传统思想和道德的影响，韵梅和帕洛伊都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她们所学习
的都是当时的女性所必须的一些基本技能，比如做家务等等。
 韵梅和帕洛伊都是两位男性作家塑造的人物。这两个人物都是两位作家心目中的完美的理想女性
形象。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也反映出了两国人民心目中理想女性所具备的特征和两国人民的审美
心理和标准。由韵梅和帕洛伊，我们可以看出，同属于东方国家的中国和泰国，在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韵梅和帕洛伊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相似之处，她们有着充满了博爱的心灵。无论是对家人、朋友，
还是对街坊邻居，或者是其他人，她们都始终表现出了友好和爱心。她们从来不与人斤斤计较，从来
不与人恶语相向。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也从来都是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例如，韵梅对待瑞
丰的态度，以及韵梅对待胖菊子的态度，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韵梅的那种博爱，尽管瑞丰和胖菊子没做
过什么好事，但是她一如既往地友好地对待他们。帕洛伊也是一样的，尽管以前抚恩大姐对她一直不
好，但在晚年时，她不计前嫌，帮助抚恩大姐赎回了房子，而且还承担起了赡养抚恩的义务。
 但是韵梅和帕洛伊毕竟不是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人，所以她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的相异之处。
尽管韵梅和帕洛伊都生活在社会变革的时代，都经历了战争，她们出生的年代都是封建社会，但是韵
梅和帕洛伊一个出生在中国，一个出生在泰国。两国的封建统治秩序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
也是不同的，所以她们的性格也有些不同。韵梅与帕洛伊同样是具有忍耐顺从、温文贤良的性格，但
是帕洛伊缺少的是韵梅的勇敢沉着，以及坚韧不屈。在面对困难痛苦和灾难时，帕洛伊显得有些软弱，
她不能承受住打击，这也是她最后病逝与绝望的原因所在。韵梅是沉着坚强勇敢的，她的心理承受力
是很强大的。韵梅和帕洛伊都具有丧子的悲惨经历。虽然在丧子之后，她们都非常悲痛，但是韵梅和
帕洛伊表现出来的心理承受力是完全不一样的。韵梅的女儿的死与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在丧女之痛中，
韵梅产生的是一种对战争对敌人的愤恨，这种愤恨使她更坚强更勇敢，也是她更决心要与敌人抗争。
而帕洛伊儿子的死，与战争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帕洛伊在儿子死后感到的却是绝望，她并没有产
生要抗争的决心和意识。
 再者，韵梅并不像帕洛伊出生于贵族家庭，韵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贫民百姓，没有显赫的家世背
景，她是属于社会底层的人物，而帕洛伊则属于上层社会。韵梅生活中所接触的也都是处于社会底层
的贫民百姓，甚至只限于居住在小羊圈胡同的人们。而帕洛伊由于属于上层社会，所以他接触的也多
是同处于上层社会的贵族人士。如帕洛伊的密友翠伊家族，布雷木家族，以及其他人等等都是属于上
层社会的贵族，所以帕洛伊体会不到底层人民的痛苦。韵梅这样的底层人民也是难以想象上层社会的
生活是何等的奢靡。因为她们两个是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这两个阶层是相互对立的。
 帕洛伊和韵梅的人生经历是不同的。帕洛伊和韵梅虽然都出生在封建社会，但是两个人的经历和
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韵梅的童年及少年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正面描述，所以我们不过多地评论。帕
洛伊的童年及少年的生活情况在小说中描写一清二楚。帕洛伊出生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贵族，母亲并
不是父亲的正室，而是侧室。所以帕洛伊不是嫡生，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而韵梅的出生，由
此我们推想可知，她应该是嫡生之女，在家庭的地位和处境要比帕洛伊好一些。而帕洛伊由于母亲的
原因，被送到了皇宫里面去当侍女，也正是在皇宫的这段时间，帕洛伊才接收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韵梅并没有进入过皇宫，她所受的传统教育，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帕洛伊的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也
经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而韵梅的生活中，并没有经历这种朝代的更替，她经历的是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而且她并未经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如此强烈的冲击，经历更多
的是生活上的变化和痛苦。而帕洛伊更多的是经受着心灵和思想上的痛苦。最后帕洛伊在听到八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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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逝的消息后，感到了绝望。这中绝望，是思想和心灵上的绝望，而绝非身体上的不支。
两位作者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寄托或者说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是不一样的。老舍想通过韵梅这个
形象，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想要表现的是一种“母性”情节，更进一步说，作者要通过韵梅
这一形象，来表现中国普通妇女的美好品德和坚强不屈的品格，预示着中华民族是不会轻易被打垮的。
中国是有希望的。而克立•巴莫亲王通过塑造帕洛伊这一活菩萨式的完美女性，主要是为了表达出对传
统文化和传统的贵族生活的怀念，对传统贵族生活的一种赞美。作者并没有想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
来表现普通女性的某些美好品德，而是想通过这一形象，告诉人们，传统的封建贵族的生活或者君主
制的统治是多么令人怀念。所以作品中的帕洛伊才会对一代又一代国王的逝世表现出痛心的悲伤和无
限的怀念。这也可以看出，帕洛伊是非常忠于国王、忠于皇室、忠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而韵梅
对传统文化的忠诚度远远不及帕洛伊。
 在管教子女上，韵梅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她要求子女不能够有坏的习惯，她爱孩子，但却从来
不溺爱她们。她没有用传统的思想去教育孩子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她是从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上去
教育孩子的。她教育孩子做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而帕洛伊在教育孩子上面，与韵梅是不同的，
帕洛伊爱孩子，甚至有些溺爱。例如奥德不想去工作，她就允许奥德呆在家里。她还教育孩子要忠于
国王，忠于皇室，不要忘记国王的恩德。虽然说这有一种知恩不忘的美德在里面，但更多的是表现出
忠于传统忠于封建，不求变革的思想。
 总之，帕洛伊是一个温良柔顺、宽慈仁厚的标准的封建淑女。她不谈什么理想，一切随缘。她和
当时封建社会下的所有妇女一样，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她始终都要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去接
受长辈们的安排。她从小就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而也就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把忠于国王，忠于
皇室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信念。她并不考虑也不想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只把自己的忠贞和信仰看成是永
恒的标准。她是封建社会妇女的典型，女人结婚前听从家长，婚后听从丈夫，敬仰国王，不关心国家
大事和发展趋势，只管做到相夫教子，服侍好丈夫，同时做好子女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按照封建社会
制度管理下循规蹈矩的生活，这就是当时社会妇女的地位和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帕洛伊一生的处世
态度，可以总结为两个内涵“顺从”和“宽容”。这也是封建社会下妇女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作为帕
洛伊性格特征中的这种“顺从”和“宽容”，反映了在封建制度下泰国民族
 思想文化的普遍现状，一方面固然表明了作者对理想人格追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传达出作
者对现存制度文化的改革主张。

结语
 《四朝代》和《四世同堂》是两部人物众多的作品。在《四朝代》中，作者塑造了达岸这一泰西
文化结合的人物；《四世同堂》中的瑞宣跟达岸一样同样是一个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人物。但不同的是
达岸是属于贵族阶层，而且亲身到过英法等西方国家直接的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而瑞宣只是接受了
中式的西方文化教育。另外，达岸和瑞宣都处在社会变革和战争的年代，达岸和瑞宣都是具有爱国思
想的，但两者在爱国的具体表现上又是不同的。达岸在战争时期并未产生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冲动和
想法，也未对敌人产生憎恨。但瑞宣则一直有保家卫国奔赴战场的冲动，并且对敌人是一种亡国亡种
的痛恨。达岸和瑞宣虽然都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保留了传统文化特征，也就是说传
统文化在他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是占主要地位的。
 《四朝代》和《四世同堂》又分别塑造了家庭妇女的形象，即帕洛伊和韵梅。帕洛伊和韵梅虽然
处于两个不同的国度，但是在她们身上也存在着相同点。帕洛伊和韵梅都是家庭型的妇女，她们不用
出去工作，而在家里面负责家庭的事物。另外两个人心中都充满着爱，这种爱既包括对自己亲人的爱，
也包括对别人的爱。但是两者也是有不同点的。帕洛伊是属于贵族阶层的。而韵梅是属于贫民阶层的。
帕洛伊一直是受泰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这种影响一直到离世都没有改变。韵梅则在战争的洗礼下
由一个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走出家庭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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