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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顿庄园 》的英国女仆形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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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顿庄园》系列作品成功地唤起了全球观众对英国贵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剧中性格鲜明的女仆形象是
一大亮点，以此可透视 20 世纪初英国底层劳动女性的生活境遇。根据作品中女仆的主要个性表现，大致可以将其
分为四类： 忠心保守型、聪慧勇敢型、单纯软弱型、目标明确型。这些个性迥异而又真实的女仆形象体现了两大共
性： 她们既是传统社会的牺牲品，也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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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媒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影视作品是文

裕的中产阶级也会根据家庭收入情况雇佣数量不等

化交流与传播的一大助力。2010 年首播的英国电

的家庭女仆，她们承担着繁重艰苦的工作任务，劳动

视剧《唐顿庄园 》（ Downton Abbey） 重新唤起了人们

时间甚至比工厂女工更长。

对英国贵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剧中风景优美的乡村

根据澳大利亚学者尼尔的“五阶级模式 ”，家庭

庄园、华丽的服饰、精致的饮食、繁复的餐桌礼仪、悠

仆役明确地被划分为社会阶级体系中的第五个阶

闲的社交活动等场景几近真实地还原了 20 世纪初

［3］
级———工人阶级 B （ working class B） 。 女仆虽然

英国上流社会贵族阶层的奢华生活。《唐顿庄园 》

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因其处于社

系列作品的剧情从 1912 年延伸至 1927 年，历经了

会结构最底层而甚少引起世人的关注。 在《现代英

英国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巨变，生动形象地刻

国经济史》中，克拉潘

画出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群像 。作品中英

庭服务） ，当代人既没有做过任何调查，也没有听取

国绅士、优雅的夫人小姐这些典型的贵族人物形象

过任何佐证，在我们所有汲取大部分正确知识的议

深入人心，社会底层的仆人形象塑造也同样出色 ，其

会文件中甚至都没有偶然提到过，而它的历史也从

中的女仆角色更是性格鲜明。国内的研究者大多将

没有人着手编写过。 关于这类职业，只有人口调查

重点集中在《唐顿庄园 》的贵族女性身上，而有关女

中的干巴巴的数字。”《唐顿庄园 》中的女仆以丰富

仆形象的专题讨论相对较少。本文以庄园内的女仆

饱满的艺术形象立体地呈现于全球观众眼前 ，不再

这一劳动群体为研究主题，分析、归纳剧中的女仆形

是几个“干巴巴的数字 ”，激起了人们对这一社会群

象类型，具体阐述女仆形象的共性，以此透视 20 世

体的浓厚兴趣。

［4］

纪初英国底层劳动女性的生活境遇 。

评论说： “关于这种行业 （ 家

二、《唐顿庄园》女仆形象的类型

20 世纪初英国女仆概况
一、

《唐顿庄园》一开篇就是女仆们清早在楼下忙

“仆佣”不仅包括做家务的仆人 （ domestic ser［1］

着生火、洗锅、擦楼梯等各种活计，每天的辛苦劳碌

vant） ，也包括在农场工作的仆人 （ farm servant） 。”

周而复始。剧中格兰瑟姆（ Grantham） 伯爵一家雇佣

《唐顿 庄 园 》中 出 场 的 是 做 家 务 的 女 仆，即 家 仆。

的众多家仆中女仆居多，休斯太太 （ Mrs． Hughes） 、

“在整个 19 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家政服务

安娜（ Anna） 、黛西 （ Daisy） 、帕特莫太太 （ Mrs． Pat-

是英国妇 女 从 事 的 第 一 大 职 业，也 是 所 有 英 国 人

more） 这几个人物贯穿始终，是楼下仆人群体的主

［2］

（ 无论男女） 的第二大职业。” 不仅是贵族阶级，富

要角色； 格温 （ Gwen） 、奥布瑞恩 （ O ＇Brien） 、艾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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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el） 、简（ Jane） 、艾德娜（ Edna） 等人物只在一、二

地建议把帕努克放回他自己的床上，并提议找伯爵

季中短暂出场过； 还有一些负责洗碗、打扫的杂役女

夫人帮忙。害怕女儿身败名裂的伯爵夫人只能听从

仆和保姆角色面目模糊，没有台词，仅给主角们充当

了安娜的建议。奥布瑞恩和托马斯合谋陷害贝茨偷

背景，起到侧面烘托的作用。 根据作品中女仆的主

了伯爵的鼻烟壶，聪明的安娜猜到鼻烟壶肯定藏在

要个性表现，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类： 忠心保守型、

贝茨的房间，机智地转移了鼻烟壶，以牙还牙予以回

聪慧勇敢型、单纯软弱型、目标明确型。

击。在第二季中，向玛丽求婚的理查德爵士到庄园

（ 一） 忠心保守型

做客，悄悄向安娜打听玛丽的事情，许以重金企图收

忠心保守型主要以中老年女仆为代表 。 她们在

买她，安娜毫不动心，坚决而礼貌地拒绝了，并告知

庄园工作多年，已经习惯了常年的仆从生活，尽心竭

了休斯太太和卡森先生。 对于楼上的小姐们而言，

力地服侍贵族主人，有些甚至一生未婚，对庄园极其

安娜一直都是忠诚可靠的贴心女仆 。

忠诚。女管家休斯太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
休斯太太通常一身黑裙，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

在楼下的仆人中，心思通透的安娜颇受大家的
敬爱。在电影版中，伺候国王与王后的王室仆人在

平日恪尽职守，为了这份工作先后拒绝了一位农夫

庄园仆人面前趾高气扬，处处盛气凌人。 为了捍卫

的两次求婚，剧中直到第六季才和大管家卡森先生

唐顿庄园的尊严，庄园仆人们在安娜的带领下与抢

终成眷属。 她工作时坚守仆人的行为规范，“仆人

占他们位置的王室仆人斗智斗勇，最后大获全胜。

要有仆人的规矩 ”。 在第一季的第一集，休斯太太

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贝茨先生，安娜勇敢地追求属于

早上检查工作时，看到帮厨女仆黛西在客厅的壁炉

她的幸福，历经种种磨难而无所畏惧，她向贝茨深情

那儿生火，赶紧催促她在主人下楼前回厨房去 ，怕被

表白，“我们就要成为夫妻，应携手面对 ”，表明了她

主人看见。在第二季中，黛西到餐厅帮忙，请求大小

对爱情坚贞不渝的态度。 后来贝茨被捕入狱，安娜

姐原谅： “我知道我不该来这儿，现在男仆都走了，

对贝茨不离不弃，坚强地默默等待，最终苦尽甘来。

只能我来做了。”大小姐并不介意，只是要求她： “你

（ 三） 单纯软弱型

还是趁休斯太太没看见快走吧。”新来的女仆简去

黛西是处在最底层的帮厨小女仆，每天必须最

打扫书房，无意中碰见了待在里面的伯爵。 休斯太

早起床，一大早就要去生火，给厨娘帕莫特太太打下

太质问她，“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是让你去打扫

手，经常在她暴躁的唠叨咆哮中战战兢兢地回复 ：

客厅，不是书房”，并让简赶紧离开。 这些细节都反

“是，帕特莫太太。”第一季中帕特莫太太因眼疾，两

映出休斯太太严守主仆之间的等级界限 ，因为像黛

次在工作中出了错，害怕被主人辞退，就把这些过错

西和简这种低级仆人一般是不允许在楼上露面的 。

推到黛西身上，黛西怯懦地不敢反驳。 厨娘要去伦

休斯太太尽职尽责地监督庄园内女仆们的日常

敦做眼部手术前，担心自己被伯德夫人取代，就暗示

工作，还要维护唐顿庄园的名誉与体面。 第二季出

黛西给伯德夫人捣乱。 胆小怕事的黛西不敢违抗，

场的艾瑟尔不甘于做一个女仆，瞄准时机勾搭上了

只好在菜里偷放了东西，想让伯德夫人在主人面前

布莱恩少校，意图摆脱女仆的低贱身份。 休斯太太

出丑，结果被识破，反倒遭受了一通指责。因其性格

撞破奸情后果断地解雇了艾瑟尔 ，将她赶出庄园。

懦弱、地位低微，其他女仆也经常欺压黛西，想偷懒

后来的艾德娜同样被休斯太太识破诡计 ，立马辞退。

就使唤她。

休斯太太当机立断，唯恐这种品行不端的女仆败坏
贵族主人的家族名声。

黛西年纪小，头脑简单，没啥主见，缺乏辨别是
非曲直的基本能力，经常会犯傻。在第一季中，黛西

（ 二） 聪慧勇敢型

迷恋男仆托马斯，老想讨好他，因此被不怀好意的托

这一类女仆往往是主人眼中的理想型女仆，聪

马斯和奥布莱恩利用做伪证去栽赃贝茨 。黛西不爱

明贴心，善解人意，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竭

威廉，但经不住帕特莫太太的一再劝说，在威廉上战

尽所能地帮助主人解决问题。

场前还是接受了他的求婚。善良的威廉从战场上回

女仆领班安娜主要伺候楼上的大小姐玛丽，深

来临终前希望和黛西结婚，这样黛西就能在他去世

得她的信任和赏识。 在第一季中，土耳其大使馆随

后作为军人的遗孀享有烈属抚恤金和相应的权利 。

员帕努克（ Pamuk） 深夜溜进玛丽房间，结果猝死在

黛西内心并不情愿，但在众中的劝说下还是与威廉

她床上，大惊失色的玛丽不知道该怎么办 ，惶恐地去

在病床前举行了婚礼。 在第三季中，黛西喜欢上男

偷偷叫醒安娜。 为了大小姐的名声着想，安娜冷静

仆阿尔弗雷德，觉察到他对新来的女仆艾薇有好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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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数次故意刁难艾薇，帕特莫太太看不下去提醒她，
“欺负她并不能让阿尔弗雷德喜欢上你 ”。 在第五

不能嫁给你？ 我配得上你。”幸亏休斯太太果断出
手阻止了她的阴谋得逞。

季中由于贵族东家变卖农场，黛西的公公梅森被解
除租约，面临流离失所的危机。黛西气不过，在拍卖

不可否认，艾瑟尔、艾德娜为了脱离社会底层的
艰辛生活也进行了努力的奋斗，只是她们居心叵测、

会上冲动地公开指责新东家，结果帮了倒忙，搞砸了
本来可能到手的工作机会。 做事莽撞、幼稚的黛西

不择手段，终究落得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在第五、第六两季中开始慢慢成长，感情上不再像以
前一样盲目，对未来的人生有了自己的想法。
（ 四） 目标明确型
这类一般以年轻女仆为主。她们不愿一辈子做
女仆，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改变自身的境况。 有的心

三、《唐顿庄园》女仆形象的共性
《唐顿庄园》塑造了一批不起眼而又真实的女
仆形象，有的深得观众喜欢，如睿智善良的女管家休
斯太太、唠叨但可爱的厨娘帕特莫太太、机智果敢的
贴身女仆安娜等； 有的遭人唾弃，如阴险奸猾的奥布

思纯良、自强自立； 而有的却心术不正、手段下作。
1． 正面形象

瑞恩、艾德娜之流； 而艾瑟尔这样的人则是可恨又可
怜。这些女仆性格各异，不过“从人物性格产生形

第一季中的女仆格温自尊自爱，坚强地与命运
。
抗争 她几乎花了全部的积蓄偷偷买了打字机来学

成的外在条件看，人们生活在条件大体相同的人类
社会中，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社会

习，希望成为一名职业女性。 家人觉得做女仆是一
份不错的职业，但格温不这样想。 思想前卫的三小

联系。任何一种性格要素不仅为这个人具有，其他
［5］
人也会具有” 。处于同一生活环境下的庄园女仆

姐西波尔相信，“出去打拼是天大的好事，尤其是女
人”，并以实际行动给予格温坚定的支持，尽力帮她

身上集中体现出以下两点共性。
（ 一） 社会传统的牺牲品

找工作，安排她去镇上参加报纸上刊登的招聘 ，借给
她面试的衣服等。 格温的面试并不是一帆风顺，失

《唐顿庄园》故事设定在 20 世纪初的英国。 从
法律上讲，女仆与主人之间应是平等的雇佣关系 。

败了几次后她很沮丧： “算了吧，没有人比我更不合
适，更没资历了。”“…… 我们的梦想不可能实现！ ”

现代女仆不再人身依附于贵族主人家，可以在雇佣
关系结束后自由地选择下一个雇主 。主仆之间的关

但在西波尔小姐的热情鼓励下，格温坚持不懈，最终
抓住机会应聘成功，当上了电话公司的秘书。

系有了一定的改善，甚至有的女仆与主人可以形成
朋友般的亲密关系，譬如，安娜与大小姐玛丽之间跨

2． 反面形象
第二季出场的艾瑟尔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直
“
言 我想过好日子，而我也不羞于承认这一点 ……
我觉得我终究不想仅仅当一个仆人 ”。 不过她选择
了不同的道路，妄想不劳而获，麻雀一夜变凤凰。 艾
瑟尔费尽心机攀上了在庄园疗养所休养的布莱恩少
校，结果休斯太太撞破她的丑事后立马辞退了她 。
艾瑟尔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但并未得到少校的亲口
承认。善良的休斯太太私下救济她们母子，生活艰
难的艾瑟尔为了维持生计，被迫沦落风尘，后来在克
劳利太太的帮助下洗心革面。艾瑟尔的悲苦人生并
不是别人造成的，是其错误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第三季出场的艾德娜心机深沉，一进庄园就找
准了目标———主人家的三女婿布兰森。三小姐西波
尔刚死于产后癫痫，布兰森正处于丧妻的悲痛之中。
艾德娜想尽办法伺机勾引布兰森，但被睿智的休斯
太太识破而遭解雇。 在第四季中，回到庄园做了夫
人贴身女仆的艾德娜仍未死心，在酒中下药给布兰
森下套，布兰森不肯答应娶她，她愤愤不平地质问：
“你是一个司机都能娶三小姐，我一个女仆为什么

越社会等级的相互扶持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难能可
贵的。 然 而 传 统 的 社 会 等 级 制 度 影 响 根 深 蒂 固，
“雇主们谈起他们的仆人还称其为‘依赖于他们施
舍的仆从’……虽然他们已经放弃了主人身份的父
权保护功能，但是他们依然要求仆人们专一、忠诚。
换而言之，他们期望免于承担所有权赋予的义务 ，同
［6］
时维持仆人们奴隶般的顺从服务 ” 。 这种思想禁
锢下的女仆们仍旧摆脱不了卑微的奴仆身份，“就

会被看成比其他所有工种的人的地位都低 ，这好比
［7］
你屈尊于社会最下层” 。
森严的等级界限隐晦地体现在女仆们工作时的
言行举止上。楼上楼下严格区分开主仆的生活空
间，女仆们除伺候夫人、小姐和某些特殊情况外，不
能在楼上走动，以防冒犯到贵族主人。 厨娘帕特莫
太太感叹，到地面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也不容易 。
女仆们到楼上夫人、小姐的房间里铺床、打扫时，不
能坐在主人床上，也不能乱碰主人房间里的东西。
安娜将小姐床头的饼干递给没吃早饭的黛西 ，黛西
刚打开罐子，被开门进来的管家卡森先生撞见，惊慌
地辩解，她在擦饼干罐，以此掩饰偷吃小姐饼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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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行为。这些严苛的规矩和身上的黑衣白围裙制服
都时刻暗示着她们与贵族主人在身份上的差异 。

“我现在 有 了 选 择，有 了 兴 趣，有 了 唾 手 可 得 的 知
识。邦廷小姐让我大开眼界。”促进社会变革的先

不只是主仆有别，女仆与男仆之间也存在着较
大的地位差距。20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对于女性的

进思潮唤醒了黛西等低级女仆的女性意识 ，赋予她
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自信与勇气。

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女性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 英
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强调女性的屈从地位 ，大力

四、结语

倡导男权至上。 男权制社会使女性边缘化，庄园男
仆的待遇优于女仆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可以衣着光

“仆人支持的英国乡村生活方式决定了英国民
族在前几个世纪中的形象。 不过，到 20 世纪末，这

鲜地在楼上餐厅伺候主人们用餐，可以到一楼大厅
应门、拿报纸、取电报等，允许自由活动的范围比女

种生活方式几近消失。” 《唐顿庄园 》的女仆人物
不是系列作品中的主角，却是英国贵族生活中不可

仆大得多。剧中有这样一幕： 前门大厅门铃响了，但
其他男仆不在家，女仆不能逾矩去应门，只得去叫腿

或缺的陪衬。透过楼下的女仆人物，可以对这一特
殊群体在 20 世纪初英国的真实生活状况略知一二 。

脚不便的男仆贝茨先生接待访客 。休斯太太与卡森
先生说到社会的变化，“说不定哪一天，哪户人家有

“女人的种种脾气和行为，并非与生俱来的，也不是
女人的脑袋结构不如男人，而是由她所处环境塑造

个男仆，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说明男仆的工资相对
女仆较高，在雇主眼里明显比女仆体面。

出来的。” 这些微不足道的女仆性格迥异，却陷入
同样的生存困境，挣扎于社会最底层，在等级制度和

（ 二） 社会变革的受益者
《唐顿庄园 》女仆们在 15 年的时间跨度中，目
睹了英国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变迁，时代的风云变幻
牵引着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变化。
工业革命后随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
唐顿庄园和贵族阶层一样逐渐衰落了。 在 19 世纪
后期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工党开始登上英国的政治
舞台，为广大的底层劳工群体争取利益。 在第五季
中，
仆人们在厨房谈论英国历史上的首届执政工党
政府，“谁曾见过能理解工人阶层的首相”，“他明白
贫困百姓的艰难之处 ”。 黛西给予厚望的工党政府
不到一年就被迫结束，“她对工党政府的希望破灭
了”。然而推行的一系列对劳工阶层有利的政策让
女仆们亲身感受到政治变革带来的益处 。为了提升

［8］

［9］

男权主义的阴影下备受压抑和束缚，仅凭一己之力
很难冲破社会的重重阻力来实现阶级流动 。 时代的
前进虽未影响女仆们达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 ，但
至少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开始在她们心中孕育形
成，
与前几个世纪的英国女仆形象相比已然是不小
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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