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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2021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

论坛（2021 NALLTS）暨首届中国外语教育东方论坛在通

化师范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由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

际论坛组委会、中国外语教育东方论坛组委会、通化师范

学院联合主办；通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东北亚外语

论坛》编辑部、通师前沿（吉林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

办；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前沿教育科学研究

院协办。线上线下500多位专家学者及外语界同仁出席了

本次会议，全国多所高校解基础教育界教师向大会递交了

国际CPCI-SSH会议论文，6位中外专家做了主旨演讲。多

位教师代表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论文摘要宣读。  

本次会议由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

论坛主席张绍杰教授致开幕辞，通化师范学院

校长朱俊义教授致欢迎辞。本次会议特别邀请

教育部信息处乔玉全先生致辞。本次论坛邀请六

位国内外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多位学者进行了论

文摘要宣读，主题涉及语言学、文学、中国特色

外语教学理论和体系的研究、跨文化交际与翻

译和教学研究、外语教学协同创新研究、基础教

育改革和教师发展等。西南大学李力教授、东北

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绍杰教授、中国基础外语

教育东方论坛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连仲教

授、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正栓教授、国外

著名专家金楷昤、櫨佳世等六位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分别以"Towards the Glocalization of TEFL 

in China"“新时代教师教育：高校外语专业教师

培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外语教学到外语教

育：认识与实践，传承与发展”“约翰·邓恩的诗歌戏剧性特

征摘要”“线上线下授课满意度及学习效果比较”“日语教师

学习者认知风格把握的重要性”为题做了主旨发言。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正栓教授宣读2020 NALLTS

文集获奖论文名单，骆文婧、邹红、杨静、史玄之等10余人获

奖。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秘书长丁俊华博士主持

闭幕式并致闭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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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尖塔修理工》中反消费的视觉书写论《尖塔修理工》中反消费的视觉书写

引言引言

玛丽安·摩尔的《尖塔修理工》透过隐形摄像机镜头的时而放远时而拉

近，将鸟瞰的远距离视角与近距离的细微观察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美国新英

格兰地区一座海滨小镇的画面。摩尔早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使得她对画作产生

了极大地兴趣，她小时候的梦想便是成为一名画家，因此她所创作的诗歌常常

与画作和艺术品相关。《尖塔修理工》写于1932年，在纽约一条新地铁完成

后，拉法叶特路的一座教堂因地基受到破坏，只好把塔尖拆除。摩尔看到工人

冒险拆塔，有感而发作出此诗。摩尔用画家丢勒式的笔触传递出了对人类社

会的深入思考。阿尔布雷特·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画家、版画雕刻

家，正如丢勒自身及其作品一样，摩尔推崇精确性与清晰性，因此这幅画面中

的事物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当下国内外的研究多集中于诗歌中的动植物意象

分析摩尔的生态思想，以及从诗与画的角度探寻诗中的视觉艺术。本文则将目

光聚焦于诗歌中的视觉意象，结合诗歌创造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消费社会的角

度出发，分别从自然环境、生活场景及人物形象三个方面探寻诗歌中暗含着的

摩尔对当时被消费、金钱和物欲包裹着的社会的反抗。

郭英姿①  　李文萍② 　曲　涛③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摘   要：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物的丰盛，西方世界迎来了消费社会，金钱、购买充斥着人

们的生活。玛丽安·摩尔的《尖塔修理工》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通过运用大量的视觉

意象，再现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座海滨小镇的场景，其中朴素的小镇景象与危机四伏的

自然世界书写出了摩尔对消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反抗。本文以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

论为依托，结合摩尔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文本细读，从自然环境、生活场景及人物

形象三个层面分析摩尔所运用的视觉意象，指出摩尔通过运用此手法揭示了消费社会的虚

伪，展现出了一个表面祥和安宁实则危机四伏、充满混乱的现实世界。这是摩尔对消费社

会无声的反抗。

关键词：关键词：玛丽安·摩尔；《尖塔修理工》；消费社会；视觉书写

①郭英姿，女，硕士生，研究方向：二十世纪美国诗歌

②李文萍，女，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二十世纪美国诗歌

③曲　涛，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小说，叙事学理论，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文明形态视域下玛丽安·摩尔诗歌研究”（项目编号：LJKR0406）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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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处在

被‘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鲍德里亚，2014：5），“物”将

人们包围，消费成为新世纪人们维持社会平衡的工具。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一

切事物都可以被消费，包括时间、服务甚至人的身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见证

了美国的飞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美国摆脱了债务国的身份，跨

入西方世界的强国之列，“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当时人们生活的奢靡

程度可以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找到很好的例证：人们渴望跨越阶级，想尽

办法挤入上流社会，金钱充斥着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处处都是消费主义的

陷阱，物的极大丰盛带来了人们的铺张浪费。由于经济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

的日益不均，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来之前迎来了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

范围广、破坏力强的经济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34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危机

中，“大量银行倒闭、工厂破产，数千万人失业，成千上万家庭无家可归，全

国上下处于一派萧条和动荡之中”（夏清成 菅明军，1998：3）。当残酷的现

实不加掩饰地降临时，消费所带来的虚假繁荣便不再可靠，消费主义的神话被

狠狠地撕碎，摩尔见证了美国二十年代消费所带来的浮华景象，也目睹了三十

年代消费神话失效后现实的残酷与社会的破败。摩尔于1932年写下此诗，在消

费社会的神话营造的种种温和美好景象背后，她隐藏了一个危机重重、混乱不

堪的现实社会，揭示了消费社会的虚伪特征。

 
一、自然环境的视觉书写一、自然环境的视觉书写

在《尖塔修理工》一诗中，摩尔以小镇的自然景象开篇，通过大量有关

自然的视觉意象的并置，展现出了自然世界的真实景象，其中不乏美好，但更

有危险与混乱置身其中，打破了消费社会所塑造的虚假的自然世界的景象。在

阅读摩尔诗歌的过程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她的作品中充斥着丰富复杂的文化意

象，其中就包括她对美国固有文化的一种反抗精神，消费作为美国文化特征之

一位列其中。她讨厌独裁，厌恶充斥在生活角落并占据主体地位的“物质精

神”（Gil，1998：83）。在一场采访中，诗人被问到美国社会中有哪些她最

不喜欢的地方，诗人答到“我憎恶我们对美国男子气概的赞扬，以及我们不愿

意在小事上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求奢侈的食物、衣物以及日用品，我们

不愿意为了战争而节省物资”。显然，诗人的这一番评论是对标榜美国社会的

丰硕物资及大量浪费的抨击。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提到了浪费，认为

浪费只是物质丰富带来的多余符号，因此消费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与财产相观

的道德概念。他指责了这一行为，并指出浪费是一种精神上的官能障碍，它使

得人们破坏了赖以生存的物资与环境。鲍德里亚借用“消费主人公”这一术语

指出生产主人公已让位于消费主人公，当代的社会生活是大浪费者的生活，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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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大众消费振兴经济”（鲍德里亚，2014：25）。这一目

的的产生甚至提高了浪费的社会地位，让浪费式消费变成了人们的社会日常义

务。“消费主人公”的到来使得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冠以“消费”的名号，

其中就包括自然。

透过“暴风雨”“老鼠”等不怎么美好的意象，摩尔扯下了消费社会给自然

冠以的“美好”面具。鲍德里亚提到“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

些过去无须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鲍

德里亚，2014：37），其中就包括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概括来说就是

自然。当自然成为人人向往之物，除了资源匮乏的推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大众

传媒的传播，尤其是广告对其的美化，“广告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其中充

满了舒适、完美、令人向往的生活，进而反衬出现实生活的缺憾，并使人感到

广告所展示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周宪，2004：60）。由于浪费导致的纯净自

然资源的稀缺以及广告对其的大肆美化，自然真实的形象被扭曲，即美好是其

唯一的特征。在“尖塔修理工”中，通过“晴天”“新鲜空气”“孔雀蓝似

的紫”“泛着绿的蔚蓝色”等意象的并置，摩尔的确描绘出了大自然美好的一

面，但是在这样美好的画面中，摩尔同样安置了象征消极、混乱的意象。在第

四节，“暴风雨喧嚣的锣鼓”打破了前文的和谐，“盐沼地的草”被吹弯，“天

上和尖塔上的星星”被弄乱。晴天日光下的海面与暴风雨夜里的星星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摩尔通过时间的流转及空间的转换，将平和与混乱并置在读者面

前，并借用第三人称发出感慨“看见这么多混乱是一种荣幸”。摩尔还将“老

鼠”安排在她所描写的小镇景象中，小镇居民需要靠“猫”来将其抓捕。即使

是如同丢勒画中景象的小镇仍然有老鼠的存在，由此可见，真正的自然并不是

像消费社会所描绘的那样美好，而是危机重重。

摩尔借用“被搁浅的鲸鱼”这一意象，撕碎了消费社会带来的神话。出于对

德国画家丢勒的喜爱，摩尔了解到这位伟大的画家曾经想要到荷兰的海边去看一

看在鲸鱼游回大海之前，它被海水冲上岸搁浅的景象（Erickson，1992：74）。

画家丢勒想看的只有“一条搁浅的鲸鱼”，而摩尔在诗歌中却安排了“八条搁

浅的鲸鱼”，追求精确的摩尔显然不是在这里犯了迷糊，而是有意为之。除了

对艺术品的喜爱，摩尔还时刻关注着时代和历史，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

此“鲸鱼”这一意象的含义变得深刻起来。麦尔维尔在《白鲸》中将鲸鱼视为

自然的象征，是神秘莫测、不可征服的，但是当在其前面加上“被搁浅”的

时，鲸鱼的命运变得悲惨起来，加之后文中“鱼鳞似波浪的水面”营造出的平

静景象，“被搁浅的鲸鱼”或许是一场暴风雨带来的后果，也可能是小镇居民

出海的收获。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这八条被搁浅的鲸鱼的命运只有腐烂和死

亡。捕鲸一直是美国国家演变的重要动力之一，19世纪美国的捕鲸业发展到黄



004

东北亚外语论坛 NAFLS（ ）

金时期，其捕鲸船在世界捕鲸行业中居支配地位，船只从新英格兰地区启航，

捕鲸范围扩展到大平洋，并向北到北极地区，美国的鲸鱼油照亮了世界，为人

们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在20世纪到来之际，随着石油行业的兴起，捕鲸业

迅速衰落了。当鲸鱼无法给人们带来收益时，它的价值便就此消失了。人们对

其不再关注，之前一头便能给人们带来财富的鲸鱼，现在哪怕有八头搁浅在海

滩奄奄一息，也无人问津。消费社会中，一切都可以被金钱来衡量，“八条被搁

浅的鲸鱼”的悲惨命运是消费社会带来的后遗症，诗人借用此意象，展现出了

当时人们唯利是图的真实的生活趋向。

摩尔通过“二十五磅重的龙虾”“正在晾晒的渔网”抨击了消费社会中的“物

质至上”主义。鲍德里亚是在基于社会分配和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自然的

争论，认为消费社会中的资源分配不均使得自然成为需要被消费之物。摩尔并

不是一位消极的诗人，在展露消费社会给自然造成的破坏后，她在诗中描绘了

自然原本可爱的一面，以及小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二十

五磅重的龙虾”显示出诗人对精确性的追求，“正在晾晒的渔网”暗示了小镇渔

民并没有对大海过度索取，而是懂得知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前后描写看似

矛盾，实际却饱含深意。如果说前文中“八条被搁浅的鲸鱼”显示出人类的唯

利是图，那么“正在晾晒的渔网”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人类并没有完全被消

费社会所洗脑，这座小镇的居民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正如摩尔所言“对立

成就了美”，诗人追求的“美”从来不是狭义的美，而是真实。通过这一对立，

摩尔抹去了消费所带来的虚伪，将伴随着残酷的美展现出来，而这恰好是诗人

的目的所在——表达真实。在对自然景象描写的结尾，摩尔写道“没有什么能

被野心收买或带走”。或许是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维护，或许是对人们将一切事物

明码标价的嘲笑，无论出于哪种目的，摩尔都传递出了她对消费社会的反抗。

“物”的丰盛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变迁让人类产生了可以操纵自然的幻

觉，但自然界中总有事物是金钱所无法带走的。这是摩尔对消费社会消费自然

这一行为的反抗宣言，消费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均的后果不应由自然来承担。

二、生活场景的视觉书写二、生活场景的视觉书写

《尖塔修理工》中，摩尔借大学生安伯罗斯表达了她对当下所谓“古董”

的看法，认为“古董”或者说“仿古”不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而真正

的“优雅”不是靠这样的“虚饰”实现的。在第八节中，摩尔提到了一位名为

安伯罗斯的大学生。在对大学生安伯罗斯的描述中，摩尔将他的喜好定义为“

他喜欢一种/并非源于虚式的优雅/深知木板折叠构而成的/古式糖碗形的/凉亭和

教堂的/尖顶/并不可靠”（Moore，1981：6）。透过诗人的叙述，安伯罗斯对

古董及宗教并不感兴趣。鲍德里亚提出，消费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他认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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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具有等级分化，而且有根本差异。但“物”也有其拯

救的一面。“物”实际上是对社会本质的模仿，即对“地位（statut）”的模仿，

而地位本身却是由遗传获取的，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这导致了人们对古董的向

往，因为“它是继承、天赋价值和不可逆转的恩赐符号”（鲍德里亚，2014：
40）。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历史较短，曾有不少美国的文学家，包括

T.S.艾略特在内，抱怨美国没有孕育文学作品的丰厚土壤，从而转向历史悠久

的欧洲国家寻找写作契机。这一想法并不只存在文学家的脑海中。转入二十世

纪后，虽然美国物质资源丰富，经济高度发展，但在不少欧洲人的心中，美国

人的形象总与“暴发户”联系在一起，他们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

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阶级的跨越，努力融入上层社会，《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

茨比的别墅中收藏的古董便是他努力实现阶级跨越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在

摩尔这里，古董却不是一件可靠的东西。诗人曾在“当我买画时”一诗中表明

过对古董的态度，她认为像古董一类的艺术品是不可买卖的，欣赏艺术品时“

必须承认造就它的精神力量”。然而，随着时代的更替，艺术品与艺术家之间

的关系逐渐世俗化。过去时候，艺术家与艺术品是对宗教和资助人直接的服务

的，然而消费社会中，市场和资本的介入导致外界对艺术的直接控制，使得艺

术沦落风尘，其产物是商品而非艺术品。因此，当下人们所追捧的古董已经失

去了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依靠其实现阶级跨越显然是不可取的。

“尖塔修理工”所修缮的是教堂的尖塔，而教堂则是保留艺术清白之身的

一个重要场所。摩尔认为“教堂”不仅可以保护艺术免受消费社会的影响，更

是一座远离消费社会的“乌托邦”。不论人们的身份如何，更不论进入教堂的

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教堂总会欣然迎接。教堂为这座海滨小镇的“流浪汉”

“孩子”“动物”“囚犯”甚至是“总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避风港”。然而就是

这样一栋举足轻重的建筑，其外形却异常朴素，镶嵌门廊柱子的基石被水洗得

发白，“显得更加拙朴”。在这个浮华的消费社会中，教堂似乎是唯一不被金钱

左右的一方净土。摩尔作为一名虔诚的长老会教徒，在她看来，宗教能够帮助

人们洗去消费社会所带来的浮躁与虚假。

消费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杂货店，或者说是商业中心的繁荣。鲍德里亚

认为杂货店的意义在于它并没有将物品分类归置，而是将不同的符号混杂在一

起。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的组成部分。杂货店甚至可以变成整个一座城市，

因为那里各种资料齐全，“艺术和娱乐与日常生活混而为一”（鲍德里亚4）。他

以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帕尔利二号”为例，展现了现代消费生活给人们

来带的影响，人们陷入了商业中心所带来的便利且繁杂的消费陷阱。然而在摩

尔的这座海滨小镇中，诗人并没有落入消费主义“杂货店”的窠臼。在这座小

镇上有“学校”“没在百货店里的邮局”“渔房”“鸡场”“木质的三桅杆大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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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学校”与“邮局”前面的“一所”和“一座”显示出了诗人对精确性的

追求。上述意象表明了小镇居民的简朴生活，连通信工具“邮局”都没有放置

在“百货店”里，因此消费社会中资料齐全的商业中心在这座小镇并不存在。

通过塑造这座小镇的朴实无华与实际消费社会的虚伪的对比，突出了摩尔对消

费社会的不屑一顾，及对简单朴素生活的向往。

三、人物形象的视觉书写三、人物形象的视觉书写

  在对大学生安伯罗斯的描述中，摩尔写道“名叫安伯罗斯的大学生/带着他

的外文书和帽子/坐在山坡上/欣赏海上的航船”(Moore,1981: 6)。安伯罗斯的“

外文书”象征着现实世界，人类将现实世界的规律带入自然界，即摩尔想象中

的世界，但是安伯罗斯并没有坐在山坡上看书，而是“欣赏海上的航船”。摩

尔对于主体和客体、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间的关系在这位大学生身上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他作为主体将现实世界的规律带入想象世界，但是他并没有试图掌

控或改变想象世界，而是选择欣赏，野性的自然与开化的文明可以实现共存。

借助对安伯罗斯动作的描写，摩尔表达出了她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看

法，即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相辅相成，而非对立。摩尔选择使用“大学生”

身份来承担这个责任，透露出诗人对教育的看法，知识能够帮助人们寻得与自

然和谐相处之道。摩尔通过这三句诗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引人深

思。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多次提到教育的不公平性，认为其受到阶级等

多方面的影响。同样，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消费带来了新的分离，加剧了社

会的分化，资源的分配不均与物的丰盛所带来的浪费使得之前唾手可得的自然

资源变得稀有。消费社会中的人群持着对自然向往的态度，但却一直在试图改

变自然，对自然不加保护，浪费自然资源。而安伯罗斯却选择尊重，与自然世

界和平共生。此外，安伯罗斯的大学生身份表明，在摩尔看来，教育同上文中

提到的宗教一样，是能够帮助人们逃离极富欺骗性的消费社会的方式。

借“镀金”一词，摩尔书写出了消费社会的虚假许诺。消费社会中处处都

是“美好”的假象，而《尖塔修理工》中摩尔塑造的世界是美与丑、善良与邪

恶、希望与危险共生的世界，这是摩尔对虚伪的消费社会的反抗。在金钱与利

益主导的消费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被描绘得异常美好，人们沉溺于消费所带来

的美好幻想之中。摩尔借《尖塔修理工》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真实世界，在这

里，她并不一味地歌颂真善美，也不盲目地谴责恶与混乱，而是将两者并列，

她的目的旨在揭露真实。诗中对尖塔修理工“C.J.普勒”的穿着以及他的警示

牌的描写用了“scarlet”一词，他的出场形象是“悬挂在一根绳子上，像一只吐

丝的蜘蛛”，甚至“是一篇小说中的人物”(Moore，1981：6)。“Scarlet”在霍桑

的《红字》中是邪恶的象征，“蜘蛛”也同样给人以“黑暗”“邪恶”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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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C.J.普勒作为小镇的尖塔修理工，肩负着“在教堂上发送危险信号”的任

务，他的存在给人以希望，但他本人却是邪恶和危险的化身。正如人们常说

“掌握真理的人常常身处危险之中”，尖塔修理工便是这座海滨小镇上掌握真

理的人。他的职业使得他常常身处高处，用俯视的眼光去观察这座小镇，而

作者选择的叙事视角的确是从高处俯瞰。诗人选用C.J.普勒的职业“尖塔修理

工”作为整首诗的题目，其用意可以理解为是从这位尖塔修理工的视角去叙述

小镇的景象。普勒的工作是修葺教堂的尖塔，“给星星镀金”。“镀金”一词含义

丰富。马克吐温在其《镀金年代》一书中讽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丑陋虚伪，南

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步入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那些道貌岸然的企

业家、政客们借此机会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这个所谓“遍地黄金”的时代最

终被证明不过是一个矛盾重重、内里空虚的“镀金时代”。借助书中的艺术形

象，马克吐温告诉我们在那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获得大量财富的是投机

商、企业家和政客，小人物永远是在做梦。诗人借“镀金”一词来形容星星，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虚假的消费社会的讽刺。在“尖塔修理工”中，普勒作为

掌握真理，在教堂上发送危险信号的人，他给小镇居民传达的信号却是“镀

金”的。在末尾，诗人写道“星星在尖塔上/代表着希望”，镀了金的星星代表

着希望，而希望是否会真正到来，却没人说得清楚。诗人将赤裸裸的现实摆在

读者面前，此时消费社会所许诺的一切美好皆已烟消云散。希望与危险究竟谁

会先到来仍是未知数，而这种对未来的未知恰恰就是现实世界的魅力所在。是

以，诗人的目的已经达成——表达真实。

四、结语四、结语

摩尔作为一名极富社会责任心的诗人，在《尖塔修理工》中通过文字，

在自然环境、生活场景及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再现了一座海滨小镇的景象。在资

本主义的操控下，消费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社会责任，金钱、资本、欲望充斥在

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消费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冠以“美好”的名好，然而真实

的世界却并非如此。摩尔通过对这座幻想出来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海滨小镇的描

写，将消费主义的虚假面具撕碎，展现出了现实社会的复杂多样——集美丑、

善恶、危险与希望、混乱与有序为一体，实现了一种想象的真实，是对虚伪的

消费社会无声的抵抗。

注释：注释：

[1]Moore, Marianne.“WNYU Brooklyn Public Library Interview” broadcasted on 
January 30. 1945 in the Rosenbach Museum and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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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abundance of objects, the 

western world ushered in a consumer society. Marianne Moore's "The Steeple-Jack" is one of 

her most important works. Through the use of a large number of visual images, this poem 

reproduces the scene of a seaside town in New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stere town 

scene and the dangerous natural world of which shows Moore's resistance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nsumption. Based on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combined with 

Moore's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article 

analyzes Moore's visual imagery is three aspects, namely natural environment, life scenes and 

character imag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this technique Moore uncovers the hypocrisy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revealing a real world of peace and tranquility on the surface but 

full of dangers and chaos in deep. This is Moore's silent resistance to the consumer society.

[Keywords][Keywords]  Marianne; Moore; "The Steeple-Jack"; Consumer Society; Visual Writing

On the Anti-Consumption Visual Writing
 in "The Steeple-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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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IntroductionⅠ. Introduction
A.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Ethnic literature, centering on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among ethnic groups, espe-

cially on those in inferior position, profoundly mirrors the life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Generally, American ethnic works revolve around the black race featured by the theme of 
slavery and diaspora, but less has focused on Asian groups. Nowadays, as “Asian Hate” 
is ascending into a sensational issue around the globe, its intensified ethnic violence in 
America touches the nerve of every Asian and arouses the acute concern about life and 
psychology of Asian Americans. 

In recent years,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s gained extensive popu-
larity in the academia and provided insightful interpretation to a series of literary works. 
As the found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ie Zhenzhao (2019) entertained that, “ethnic 
conflicts are ethical in nature”, in the ethnic literature study, “we have to focus our re-
search on ethics, especially on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s.”

JIANG Kaixin①    ＨＡＮ　Ｘｉｕ②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s aroused ascending in-

terest in the academia,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classic issues in a series of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Jhumpa Lahiri’s novel The Namesake to sort out a series of ethical 

knots,such as Asian Americans’ dual ethical identities, namely the national and the ethnic, 

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ethical dilemmas, all targeting at Indian immigrants. A better un-

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ner conflicts of Asian Americans would provide 

an insightful outlook for the current racial tensions in America.

[Keywords] [Keywords] The Namesak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sian Americans;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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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and book
Accordingly, this paper develops on the ethnic literature The Namesake, the first 

novel of Indian American writer Jhumpa Lahiri, a promising and accomplished writer 
who was the winner of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in 2000. The Namesake depicts the histo-
ry of an Indian family that come to America to build a new life and the adaptation journey 
they take in a foreign land. The protagonist’s father Ashoke in the book was rescued from 
a train wreck, thanks to the rescuers finding the book by Russian author Nikolai Gogol 
which he read. Together with his wife, they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ng 
adults. After this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he named his son Gogol. Together Gogol and 
his sister Sonia grow up in a culture with different mannerisms and customs that clash 
with what their parents have taught them.

C. Thesi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discuss a series of ethical knots, mainly about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dilemma and eth-
ical choice. By analyzing the ethical issue of the Indian American protagonists in the 
tex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ner 
conflicts of Asian Americans, thus contributes an insightful outlook for current racial 
tensions in America.

Ⅱ. Literature ReviewⅡ. Literature Review
So far, aca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explored The Namesak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Foreign scholars have approached this book principally from the theme of 
cultural hybridity and disparity, diaspora and identity crisis.

Most scholars abroad have centered their researches on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dif-
ference. Sura Mohammad Khrais studied the book from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ybridity 
and assimilation in the scope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s the three protagonists en-
counter conflicts after moving from their native land to America, they finally manage to 
develop new anti-monolithic models of cultural growth and exchange. As a result, they 
succeed in embracing a new culture while protecting their Bengali heritage (Sura, 2020). 
Another focal concept is the cultural disparity in The Namesake. It spotlighted the main 
characters who adopt to another culture and the problems that they face while embracing 
the different one (Hariharasudan & Pandeeswari, 2020). 

Besides, this book is also criticized by other scholars from the view of diaspora,  
anxiety and identity crisis.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 sense of identity, loneliness 
lodges in every immigrant. Identity crisis is a process the protagonists have to face by all 



011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means in undergoing various culture, religion and dislocation. In this novel it is Ashima 
as a descendant of Bengal that represents immigrants who demonstrate ongoing identity 
crisis. She has been sandwiched between the birth of her country and has adopted the 
ideologies of alien country (Garghi & Saranya, 2018). 

Meanwhil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examined the novel mainly from root-see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as well as space theory. The 
characters, caugh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often in a state of spiritual dislo-
cation thus trapped in a dilemma of cultural identity, unable to find the sense of belong-
ing in either the East or the West, which leads to a lack of sense of home (Zhao, 2020). 
It has also been proposed by Yun Ling that the first immigrant generation express their 
endless attachment to their homeland through frequent trips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hoping to find their cultural roots, but the failure makes the discrete individual realize 
that there is no way back but to move forward; whil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igrant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ome culture through travel, along the way to nego-
tiate with it and identify their own cultural and ethnic background (Yun, 2015). In addi-
tion, Indian immigrants struggle to construct a third space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conflict 
through Homi Baba’s postcolonial theory. This process is essentially a negotiation of East 
and West cultures from conflict to exchange and finally to mingling, and breaking away 
from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ingle-cultured individual (Zhao, 2020). 

In recent years, a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s aroused keen interest in the aca-
demia, there have been gap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into ethnic literary stud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ov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exert 
the theory into a new practice.

Ⅲ. Theoretical FrameworkⅢ.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fessor Nie Zhenzhao entertained that in a sense, literature was originally cre-

ated for ethical and moral purposes. Therefore, the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for its ar-
tistic beauty is not the main purpose of literature creation, but it should serve its moral 
purpos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an ethical perspective. It serves as an objective examination of literature in ethical and 
moral terms and a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it (Nie, 2005).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xplains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in its es-
sence, the different phenomena of life depicted in literature and the moral reasons for 
their existence, as well as makes value judgement about them. Thus, ethical dilemmas, 
ethical taboos, ethical awareness,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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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are all core terms in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Nie, 2010).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novel from 

three major aspects, namely the protagonists’ dual ethical identities, the resulting ethical 
dilemmas and their ethical choices.

Ⅳ. The Confusion and Maladjustment by Dual Ethical IdentityⅣ. The Confusion and Maladjustment by Dual Ethical Identity
Professor Nie Zhenzhao(2010) put forward that “a person’s identity is the marker of 

one’s existence in society, and one needs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imposed 
by that identity. In literary texts, ethical issues often arise in relation to ethical identity.” 
Peopl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have their different ethical identities correspondingly, 
therefore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n the same person easily lead to contradiction. 

As for the first generation who left their homeland and came to America, the mal-
adjustment to the dual ethical identities is the first unavoidable obstacle. For one thing, 
as Bengali descents, they are bequeathed with national traits and traditions that has 
already ingrained deeply in their thinking patterns and living habits. For another, as the 
inhabitants in US, they are obliged to live as Americans, to abide by American values 
that infiltrate in bits of daily life. The problem occurs when contradictory ethical values 
clash with each other. 

Nowhere is the maladjustment towards national identity more evident than in Ash-
ima, wife of Ashoke and mother of Gogol, marriage of whom is arranged by her parents 
in the typical Indian way. Soon after getting married, she leaves India and follows her 
husband to America for his further education. After she gives birth to her first son Gogol, 
according to Indian tradition the baby ought to be surrounded by his big family. It’s an 
Indian tradition as a kind of warm welcome; but in fact there are merely several friends 
of the couple present. It strikes to Ashima that:

For as grateful as she feels for the company of the Nandis and Dr. Gupta, these ac-

quaintances are only substitutes for the people who really ought to be surrounding them. 

Without a single grandparent or parent or uncle or aunt at her side, the baby’s birth, like 

most everything else in America, feels somehow haphazard, only half true. As she strokes and 

suckles and studies her son, she can’t help but pity him. She has never known of a person 

entering the world so alone, so deprived.(35)

A greater maladjustment arises when it comes to the naming of the baby. The couple 
initially intend to let Ashima’s grandmother, who has already named six children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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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do the honor. That is a Bengali descent must-to-do under their national ethical 
norms. Therefore “Ashima and Ashoke have agreed to put off the decision of what to 
name the baby until a letter comes, ignoring the forms from the hospital about filing for a 
birth certificate” (35). But in America, a baby cannot be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with-
out a birth certificate which needs a name. Nevertheless they haven’t prepared any back-
up names in reserve, for “It has never occurred to either of them to question Ashima’s 
grandmother’s selection, to disregard an elder’s wishes in such a way” (39). Doctors give 
a suggestion to name the baby after their ancestors, which is a fine and ethic-suitable 
choice and a sign of respect to the admirable family members. Whereas that is absurd 
and ridiculed in the eyes of India nation: “Within Bengali families, individual names are 
sacred, inviolable” (39).

This foreshadows the flashing of the name Gogol, a special name neither Indian nor 
American but Russian, the name of the writer who is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Ashoke in 
a car accident. But it turns to be the fuse for the confusion about their ethical identity in 
the second immigrant generation, the question about “Who I am”. 

When Gogol gradually integrates into Maxine’s upper-class American family, the 
decent life encircles him in a bubble that isolates him from his original family. The 
repulsion against his national identity inflates. On his birthday party held by Maxine’s 
parents, facing the joke from a guest that “you must never get sick if you go to India(her 
friend came back from India thin as a rail)”, Gogol gets humiliated to be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Indian, and urges to defend himself as an American rather than to maintain 
his national honor: 

”Actually, that’s not true,” he says, slightly annoyed. He looks over at Maxine, trying to 

catch her eye, but she’s speaking intently with her neighbor. “We get sick all the time. We have 

to get shots before we go. My parents devote the better part of a suitcase to medicine.”(185)

It’s through Lydia, mother of Maxine, who claims that “Nick’s American, he’s born 
here”(186), that he reassured his country identity and gets a sense of security.

In brief, every immigrant generations is perplexed by their distinctive dual-identity. 
The first immigrant generation have discomfort towards their new national identity, while 
the immigrant descents have repulsion against their original ethnic identity. Dual ethical 
identity turns out to be an invisible hurdle that impedes immigrants from fitting into the 
“melting pot” spontaneously. And it makes these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spiritual 
orphans, separated from both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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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The Ethical Dilemma in a Foreign CountryⅤ. The Ethical Dilemma in a Foreign Country
An ethical dilemma consists of two moral propositions, either is correct if the choos-

er makes a moral judgment separately, and each is consistent with a universal moral 
principle. But once the choice is made on one of the two propositions, the other univer-
sal moral principle is violated(Nie, 2014). Therefore, the inescapable ethical dilemma 
results from the contradictory dual identity, which traps immigrants in the struggle of 
fulfilling both responsibilities simultaneously.

For Ashoke, whether to accomplish his daily mission to impart students as a profes-
sor or return to Indian to look after his father constitutes a troublesome ethical dilemma, 
the core of which revolves around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teacher in a foreign country and 
as a son of his original family. For Gogol, cohabiting with his girl friend’s family and re-
ceiving their recognition is the short cut to decent and up-notch upper class life, while 
the understandable pursuit towards a higher social statue to a large extent equals to de-
viation from his original family. 

Gogol and his father Ashoke both didn’t assume their unshirkable responsibility as 
sons to accompany their fathers in the last minute of life, which is not regarded as filial 
in Indian culture. But keeping away from his family is the choice voluntarily picked by 
Gogol. On the contrary, as a person who never fails to concern his family in India, life in 
America hinders Ashoke from returning to the sides of his parents. The uncontrollable 
ethical dilemma is where the regret derives from. Likewise in the novel when Gogol un-
expectedly faced his father’s passing away, he finally realized the pain that tortured his 
father when his paternal grandfather died:

He remembers his mother screaming when she walked in on his father, who was shav-

ing of all his hair with a disposable razor. In the process his scalp had bled in numerous 

places, and for weeks he had worn a cap to work to hide the scabs. “Stop it, you’re hurting 

yourself”, his mother had said. His father had shut the door, and locked it, and emerged 

shrunken and bald. (210)

Years later Gogol learn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rrible self-harm that it was a 
Bengali son’s duty to shave his head in the wake of a parent’s death. The irretrievable 
ethical fault turns out to be the pitiful result of thorny ethical dilemma, in which the hole 
of regret can never be filled by a second 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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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Twists and Turns of Ethical ChoiceⅥ. Twists and Turns of Ethical Choice
The running of life is combined with ethical choices.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atti-

tudes affect the choices we make (Nie, 2010). For immigrants, the toughest ethical choice 
consists in the preference of national belonging or country belonging.    

The first important ethical choice of Gogol is changing his name. The dislike of his 
“queer” name mounts as he grows up. He changes his nam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he 
enters the adulthood and possesses the right to rename himself legally, even though it 
strongly betrays the his parents’ will, for in India name given by parents has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his eyes “no one takes me seriously” (119) due to the strange name, even 
though the truth is “the only person who didn’t take Gogol seriously, the only person who 
tormented him, the only person chronically aware of and afflicted by the embarrassment 
of his name, the only person who constantly questioned it and wished it were otherwise, 
was Gogol” (119). Reshaped by the totally unfettered Americanism, a great change is 
happening on Gogol. This is a symbolic behavior of getting rid of his strange dual identity 
and seeking for fully recognition by American surroundings.  

But until he is told the story of his father’s survival from a catastrophe does he un-
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ussian writer to his father, and the deep hope his father 
places on him. This improper ethical choice mirrors his deviation.

Under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scale in Gogol’ mind tilted toward the life as a 
well-off American. Gradually he abandons his inherent ethical identity as an Indian, as 
son and brother of his original family. Gogol’s indulgence in his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Maxine, who represents knowledgeable and decent America upper-class, symbol-
izes the alienation from his original ethical identity and family in pursuit of a respectful 
American identity. 

After he does his utmost to integrate into the delicate American upper-class life 
and live in the bubble of his ascending social status, Gogol starts to ignore the message 
from his mother, refuse the invitation to pay a visit back home. He would rather Maxine 
never drop by his family in that his parents live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Unlike Gerald 
and Lydia who preside at the center of their dinners decently, his parents behaved more 
like caterers at their crowded and messy Indian gathering: “there were never fewer than 
thirty people invited, small children in tow. Fish and meat served side by side, so many 
courses that people had to eat in shifts” “solicitous and watchful, waiting until most of 
their guests’ plates were stacked by the sink in order finally to help themselves” (166). He 
finally admitted that “instead it is his knowledge that apart from their affluence, Gerald 
and Lydia are secure in a way his parents will never be” (166). Even he is well cons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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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act that “ his immersion in Maxine’s family is a betrayal of his own” (166).
Under the insistence of Maxine, they finally decide to drop by and have a lunch at 

his home on their way to reunite with Gerald and Lydia. However, at table, the hearty 
meal which consumed his mom a day to prepare traps Gogol in embarrassment, for it’s 
“too rich for the weather” (175). The careful arrangement of everything by his mom is in 
an uncomfortable way in his eyes: “The water glasses are already filled, plates and forks 
and paper napkins set on the dining room table they use only for special occasions, with 
uncomfortable high-backed chairs and seats upholstered in gold velvet” (175).

To escape from his uncomfortable and humiliating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Gogol 
refuses his mother’s pleading to see his father off at the airport, for Ashoke will soon 
be on his academic journey for 9 months. Instead, he greets Ashoke perfunctorily as a 
kind of escape. The payback for his disoriented ethical choice is missing the last chance 
to give his father enough company followed by the heart-wrenching regret to his father 
(who passed away unexpectedly in a heart attack after that farewell). But it also mark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return to his ethnic ethical consciousness as an Indian and fam-
ily-oriented person.

However, what’s cruel is that life is a play which never stops to trick anyone. To 
satisfy his mother’s wish, Gogol makes an appointment with Moushumi, descent of Indi-
an Americans. The two followers of love liberalism get married. The obedient marriage 
which caters for parents of both seems like a suitable ethical choice, but it ends up with 
infidelity and divorce. Rather than spiritually suitab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both 
suffered from failed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n mates, is more similar to de-
pendence and reliance on people from the same race group. Eventually, what seemingly 
is the “right” ethical choice in the eyes of Gogol turns out to strangle their marriage and 
lead to the tragedy.

Ⅶ. ConclusionⅦ. Conclusion
Boiling it down, the unaccustomed feelings of Asian American immigrants ubiq-

uitously exists, like boats shipping in the uncharted areas. The confusion about their 
ethical identities, the thorny ethical dilemma and unpredictable ethical choices, figu-
ratively,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blizzard that arouses violent battle against inner-self 
and society. Only after we have an insightful perception of their ethical standings can we 
figure out the core of ethnic conflicts in America, and find the beacon for millions of Asian 
American to draw steadily to the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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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下铁道》中的种族创伤论《地下铁道》中的种族创伤

一、引言一、引言

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是当代非裔美国作家，2017年因

《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获得普利策奖。他一共写了六本小说

和两本非小说类作品，其中《地下铁道》被广为熟知。故事讲述小女孩科拉无

家可归，被欺负强奸，过着绝望的生活。一次次残酷的鞭打使她下定决心，要

从佐治亚棉花种植园中逃脱，穿越沼泽地的黑水和森林里的黑暗，去搭乘秘密

的地下铁路通往自由的北方。这是一场异常艰辛的旅程。她看到社会的邪恶、

法律的不公正、暴力的盛行、正义的消散，帮助科拉的人都陆续受到迫害，残

酷无情的黑奴赏金猎人一直穷追不舍。她在逆境中寻找生命，在黑暗的地下寻

找光明。科拉的逃亡之路一旦踏上就无法半途而废，一路上，她见证了几代人

之间的奴隶买卖之痛，以及逃亡路上同伴被猎杀，猎奴者的不断追寻，帮助她

的人不断惨死，等等。这些经历都给她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在《地下铁

道》中，通过小女孩科拉的逃亡，作者怀特黑德为读者们展示了奴隶制带来的

苦难。

在历史上，“地下铁路”是由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秘密组织的随时变化

的无数条秘密路线，他们使用铁路运输的术语作为秘密代码来指导黑人逃往自

由地。在小说中，怀特黑德不仅将地下铁路用作一个隐喻，还将这个隐喻在作

品中实体化成一条揭示美国历史的真实的地下铁道。作者利用“地下铁道”这

一隐喻无情地揭露了19世纪美国南部奴隶制的可怕，并用朴实的语言描绘出一

幅地狱般的景象。本文尝试运用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理论，

陈雨欣①   王绍平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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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弗朗茨·范农（Frantz Fanon）的种族创伤思想，以科拉从南到北的逃亡之

旅为线索，分析《地下铁道》中奴隶制给非裔美国人民带来的种族创伤。

二、黑人的心理创伤二、黑人的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指人生经验遭逢巨变或冲击，在心理层面产生挥之不去的阴霾，

严重时可能演变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奴隶制下的黑人，遭受着无

以复加的折磨，他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打击。赫尔曼指出，“心理创

伤的痛苦源于无助感。……创伤性事件摧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

（2015：29）。在《地下铁道》中，种植园中黑人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对于

白人来说黑人仅仅是商品而已，会被拿去贩卖，被鞭打；女黑奴还会被主人强

暴，连生下的孩子也会被当作白人的财产，任由欺凌；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和偷

窃，有的奴隶被农场主砍断了手。这些极度残忍的行径，无一不给黑人们带去

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黑人受到伤害后，他们身边没有亲近的人，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所以

他们只能将创伤压抑在自己内心。“由于生活中的创伤事件，无可避免的会对周

遭的人际关系造成损害，因此在创伤患者社交生活圈中的人们，将有能力左右

创伤的最终结果。他人的支持反应可能足以减轻事件的冲击，而敌意或者负面

的反应则可能会加深伤害或恶化创伤症候群”（赫尔曼，2015：47）。在小说中，

科拉的外婆去世，母亲抛弃她远去，她只得独自生活，然而其他黑人也因科拉

拥有一方土地而对她充满了敌意。在《地下铁道》中，怀特黑德写到：“如果

邻居看见你在那儿享受夜晚的宁静，面带微笑，甚或哼起小曲，或许会让他

心生歹意，使出各种恐吓的招数，百般挑衅，把你从自己地上逼走”（怀特黑

德，2017:19）。在受到奴隶主的折磨后，科拉无处诉说自己内心的伤痛，没有

亲人朋友的鼓励，反而还会受到其他黑人的冷嘲热讽，科拉只得将创伤埋藏在

心里，进而加剧了自身的痛苦。

Caruth指出，“对创伤经历的受害者而言，最困扰他们的不是创伤性事件本

身，而是他们对该事件无法理解，因而无法接受”（Caruth, 1995：11）。作为白人

主流文化里的“他者”，黑人被奴役、被利用。黑人勤勤恳恳地劳动、建设家

园，但是因为肤色问题他们却遭受到非人的待遇。因此，他们无法认同自己的

肤色，只能用黑奴的思维仰望白色的皮肤，默默忍受，逐渐变得麻木。身体的

创伤可能会愈合，而这种心理创伤的状态将会停留在黑奴的心中，无时无刻不

在折磨着他们，导致他们只得永远活在黑暗之中。

三、黑人的文化创伤三、黑人的文化创伤

Eyeman Ron认为，“‘文化创伤’侧重某一事件或灾难对群体产生的影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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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某一群体身份的丧失,或者社会机构的瓦解对群体凝聚力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种‘文化创伤’不是群体每个成员都会亲身经历的, 但是它会影响整个群体”

（Ron，2001：2）。在美国奴隶制时期，白人霸权文化侵蚀了黑人文化，在

白人的严重打压下，黑人的民族意识被严重摧残，这无疑对黑人造成了巨大伤

害。

在白人霸权文化的影响下，黑人的民族意识受到压制，甚至对自己的民族

文化产生自卑感。在美国，奴隶制的盛行无异于是对黑人文化的摧残。黑人长

期在白人至上文化的影响下，自身的文化受到打压，潜移默化地认为白人文化

才是值得推崇的。在《地下铁道》中，黑人们在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文化的统治

下，其同时也受到自己文化的规训，否定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黑”文化感

到深深的自卑。种植园中很多黑人孩子是在其母亲非自愿的情况下出生降临到

人世间的，从出生就继承母亲的奴隶身份，被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黑人带

着自卑出生，他们不仅仅受到白人的鄙夷，还受到黑人内部的嫌弃，在白人文

化的规训下，黑奴们会无意识地厌恶自己的同胞，对他们受到的伤害表现出冷

漠，甚至带着仇恨的态度对待自己身边的黑人，恃强凌弱。科拉在佐治亚棉花

种植园里，不仅会受到白人奴隶主的虐待还会受到其他黑人的孤立与欺凌，她

在这一背景下出生，从小就遭受着着双重排挤和摧残，不得不对自己的文化身

份产生了怀疑。

范农指出，“集体无意识不依赖大脑遗传,而是后天习得的，它是无反射

的文化强制的结果,而黑人文化心理根源是欧洲殖民主义诉诸的文化强制”

（Fanon，1965：152）。在《地下铁道》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白人，会对黑

人进行强制性地文化输出。在南卡罗来纳州，科拉被安排了一份自然奇观博物

馆的展览工作，在博物馆里，奴隶制的罪恶都得到了美化，“真相就是商店橱窗

里的不断变换的展品，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人任人摆弄，看上去很美，可你永远

够不着”（怀特黑德，2017：100）。在博物馆里，没有被绑架的孩子在做苦

工，没有白人对非洲黑人的掠夺；有的是先进文明帮助落后文明的善举，有的

是朝气蓬勃的男孩在愉快地工作。因此，在白人霸权文化的规训下，黑人原有

的民族意识被瓦解，渐渐忘记了本民族的历史，失去了自我主体意识，导致黑

人民族文化受到重创。

四、黑人的代际创伤四、黑人的代际创伤

所谓代际创伤，“特指家族隐秘的创伤在后代心理空间中的重复表演, 造成

作为创伤的间接而非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黄丽娟    陶家俊，

2011：89）。在美国历史上，黑人一直处于沉默和失语状态。奴隶制造成的创

伤不仅是身体上，更有心理上的，而后者是一种长期性的，即使复原了也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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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带来影响，从而形成代际创伤。罪恶的三角贸易使大量黑人被当作奴隶

运往美洲，这些黑人的后代便在美洲生存繁衍下来，即使这些黑人后代没有亲

身经历过他们祖先所遭遇的悲惨境遇，这段丑陋的历史却仍是他们永远挥之不

去的噩梦。

在《地下铁道》中，女主角科拉从小就听祖母阿贾里讲奴隶主贩卖奴隶

的故事。阿贾里幼年时就被迫与家人分离，从非洲到美国，经历过好几个奴隶

主的贩卖。奴隶主从来没把她当作人来看待，只把她当作商品进行买卖交易。

科拉的母亲梅布尔一出生就继承了母亲阿贾里的奴隶身份，从小在白人农场主

的压迫下成长，科拉也是如此。科拉虽然没有经历过被贩卖的悲惨遭遇，但是

她从外婆阿贾里的讲述中了解到家庭的悲惨命运以及自身的处境，即作为一名

黑奴只能受制于白人。科拉在外婆的叮嘱下长大，从小就被种族阴影笼罩着。

科拉牢记外婆告诫，“自由是留给别人的，留给往北一千英里、熙熙攘攘的宾

夕法尼亚城的公民。从遭遇绑架的那天夜里开始，她一直被人估价了再估价，

每天都在更多的责骂下醒来。知道自己的价值，你就知道自己再等级秩序中

的位置。逃离种植园的地界，就是逃离基本的生存原则：毫无可能”（怀特黑

德，2017：15）。于是科拉处处小心翼翼，无时无刻不担惊受怕，在西泽来找

她谈起地下铁道的时候，她果断地说了不。因为外婆的叮嘱如同警钟一样时常

回响在她的脑海之中，她只得无奈接受自己的命运。

但是最后，科拉没有在创伤中消沉。当看到西泽会识字的时候，科拉感到

非常震惊，因为在家庭带给她的认知中，黑人只是白人的赚钱工具，没有人生

自由，更不会读书写字。科拉逐渐认识到，自己不应永远被外婆的告诫束缚，

而是摆脱代际创伤所带给她的桎梏。于是她与西泽勇敢地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逃

亡之路。

五、结语五、结语

毫无疑问，黑人的种族创伤与奴隶制密切相关。奴隶制在法律上确立了美

国白人的权威地位，也极大的加强了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成为黑人无法治愈

的痛苦。相较于奴隶制对黑人身体上的伤害，影响更深远的是心理上的伤害。

黑人身体上的创伤可以愈合，但是隐藏在内心的创伤则在受害者的内部群体中

蔓延，并会持续数代之久。废除奴隶制后，种族创伤的阴影仍然会对黑人的人

际关系、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创伤会一直悄无声息的影响着黑人的心

灵，让他们很难建立起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历史上的

创伤事件不仅仅是过去式，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现在的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

而且很难痊愈。

本文通过赫尔曼的创伤理论及范农的种族理论，以一个新的视角对《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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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这部小说重新进行探讨，不仅仅揭露出了白人统治下的殖民地中的黑人

所遭受的痛苦折磨与受到的创伤，并且为所有经受压迫歧视的黑人指出一条通

往希望的道路。只有努力抗争鼓起勇气逃离这一切，才会获得新生，才能摆脱

历史所带来的种族创伤。同时，本文也希望更多的有创伤经历的人能够得到社

会人士的热心帮助，有勇气直面创伤，找到自己的复原之路，走出创伤，从而

建立自己的独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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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describes the story that the slavery has brought huge 

trauma to the blacks. This essay uses Judith Herman's trauma theory and Frantz Fanon's 

racial trauma thoughts to explore the racial trauma of African Americans from Cora's 

fugitive journey.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ose the suffering caused by slavery on African 

Americans, and at the same time calls for attention to contemporary racism and provide 

more love and warmth to traumatiz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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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摩尔《弗吉尼亚不列颠》玛丽安·摩尔《弗吉尼亚不列颠》
中混杂对殖民神话的消解中混杂对殖民神话的消解

一、引言一、引言

20世纪美国女诗人玛丽安·摩尔是一位关注时代和历史的诗人，摩尔从不

曾将历史和时代分割，并多次在其诗歌中重述历史并审视当代。在《弗吉尼亚

不列颠》一诗中，摩尔通过并置代表英国和印第安特色的植物、建筑等意象，

介绍弗吉尼亚混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混杂源自巴巴的第三空间理

论，既非主体亦非他者之物。混杂的意义是消解殖民者希望去除差异并形成单

一文化。混杂持续的稳定的对多元文化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巴巴用殖民论述

分析挑战殖民权威和打破身份既有的界限和思维，唤起人们对殖民历史与后殖

民文化更深层的思考，揭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交织的历史结构，因此殖民机构

下衍生的种族遗留问题和偏见（Bhabha，1983：196）。

本文将从巴巴的混杂理论分析《弗吉尼亚不列颠》通过展示英国和印第

安裔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混杂来消解英国殖民者意图在弗吉尼亚以单一文化统治

弗吉尼亚的殖民目标，消解殖民神话以及其遗留的历史陈规。殖民神话指的是

殖民者借历史的手段，即编织历史美化殖民者的行为来夺取被殖民者在殖民地

的权力（Bhabha，1984：126），而摩尔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展现殖民历史的真实样

貌，还原真实历史来消解殖民神话，消解殖民者在美国的话语控制。首先，诗

中摩尔在诗中展示美洲大陆本土的植物和殖民者带来的植物结合，形成了巴巴

骆　雨①   李文萍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摘   要：二十世纪初，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问题在美国凸显。美国现代女诗人玛丽安·摩

尔在《弗吉尼亚不列颠》中观察到殖民神话对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历史影响。本文运用霍

米巴巴后殖民的混杂理论分析摩尔在诗中对殖民神话的消解。诗中弗吉尼亚植物的混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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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阐释的文化混杂现象。多种植物的结合消解弗吉尼亚植物的单一性，消解殖民

者企图用来自英国植物取代美洲本土植物并在弗吉尼亚扎根的殖民目标。紧接

着，摩尔将印第安文化，殖民者文化以及非洲裔文化中的建筑，历史，语言和文

化结合，多元文化在弗吉尼亚形成巴巴阐释的第三空间的文化间隙，消解殖民者

希望在弗吉尼亚去除文化差异并形成单一文化。最后，摩尔叙述弗吉尼亚三个殖

民神话人物的真实目的是征服和统治弗吉尼亚，揭示三个历史人物推动了弗吉尼

亚殖民地的建成，而非历史学家所讲促成英国殖民者和印第安民族的和平相处，

摩尔通过还原殖民历史的真实提醒当代看清殖民的本质和历史，揭开美国当代历

史学家为后代编织的殖民神话，利用美化的殖民神话将当代种族间不平等和冲突

合理化。因此摩尔从后殖民的混杂视角消解殖民神话，讨论殖民者的文化与被殖

民文化的混杂的真正意义是为了消解殖民神话以及其遗留的历史偏见。

二、弗吉尼亚植物混杂消解殖民神话的种族身份同化二、弗吉尼亚植物混杂消解殖民神话的种族身份同化

摩尔通过介绍美洲大陆的植物和英国殖民者植物之间的混杂，消解了弗

吉尼亚植物的单一性。弗吉尼亚的植物不再只是美洲大陆本土植物，英国殖民

者引入英国植物到弗吉尼亚，使弗吉尼亚的土地充满英国特色。但是弗吉尼亚

的英国植物与美洲本土植物混杂，弗吉尼亚的植物呈现混杂的景象。霍米巴巴

后殖民视角下的混杂理论批判二元对立所强调的文化单一性、同质性以及其特

定基础核心，巴巴认为不仅文化，甚至国家，民族与身份皆具有对话性，不定

性和混杂性。因此，从巴巴混杂视角下分析弗吉尼亚植物的混杂性，以及弗吉

尼亚殖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对话性，从后殖民的视域下消解弗吉尼亚作为殖

民地的文化单一性，消解殖民者在弗吉尼亚设立的目标，进而消解殖民神话

（Bhabha，2000：101），（Fludernik，1998：59）。

摩尔曾两次到访詹姆斯敦（英国殖民者到达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进行两次长

期旅行，而且生物专业出身的摩尔对植物颇有研究，所以在两次到访弗吉尼亚并仔

细观察詹姆斯敦的动植物等现实景观，摩尔在诗中展示弗吉尼亚植物的混杂现象。

红鸟，身穿红衣的火枪手，喇叭花，骑士，

教区牧师，野蛮的教区居民。一条鹿径

教堂的地板上

还有一块砖和一座精致的石路坟墓，上面刻着字，

如今巨大的葡萄藤包围着朴树

与常青藤花为伴

为教堂塔楼遮荫;

一个伟大的罪人就在这梧桐树下。(Moore，19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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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开始时，摩尔在诗中描写其在弗吉尼亚看到的英国植物，指出起初英

国殖民者通过引入英国品种进入弗吉尼亚，殖民者期望英国植物可以在弗吉尼

亚落地生根，进而英国文化可以扎根于弗吉尼亚并影响弗吉尼亚，使弗吉尼亚

成为英国殖民者的家。然而，摩尔不仅描写英国植物，还将英国植物和美洲本

土植物并置，用植物间的混杂消解殖民者想要扎根于弗吉尼亚的目标。诗中第

一节中展示了英国和印第安的一系列并置意象，“穿红衣服的火枪手”“骑士”

以及“教区牧师”代表着英国殖民者，“红鸟”“喇叭花”和“野蛮的，不服管教

的教区居民”代表印第安裔 (Moore，1981：107)。最后一句的“现在，巨大的葡

萄藤缠绕着朴树”，其中“葡萄藤”是英国殖民者带到美洲大陆的植物，而“

朴树”是美洲大陆本地的植物 (Moore，1981)。然而，现如今朴树被巨大的葡萄

藤缠绕，英国殖民者的植物和美洲本土的植物互相缠绕、混杂。“葡萄藤包围

朴树”(Moore，1981：107)，英国殖民者的植物将美洲本土植物包围起来，侵占

土地。虽然朴树微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粗壮的葡萄藤，但是摩尔却在葡萄藤的缠

绕下看到了朴树的影子，说明弗吉尼亚的葡萄藤已不再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葡萄

藤，而是与朴树缠绕到一起混杂的葡萄藤。这种植物间的混杂现象正是摩尔在弗

吉尼亚观察到的独特的混杂文化。从巴巴的混杂理论分析，诗歌第一节中摩尔通

过并置美洲本土植物和英国殖民者的植物意象，展现了两种文化相互混杂，形成

独特的混杂弗吉尼亚文化。弗吉尼亚不再是原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也不单是英

国殖民者的殖民地，而是一个身份及文化混杂的文化地域，因此弗吉尼亚的身份

混杂消解了殖民者渴望形成单一文化的殖民神话。

紧接着摩尔在诗中直接说明英国殖民者的植物对弗吉尼亚土地的侵占，表

明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的殖民意图，消解历史的殖民神话。

弗吉尼亚昆虫叫声中透着忧虑，

白色的玫瑰盘旋在墙壁上。

像丹尼尔·布恩的葡萄藤一样粗，它的茎间距很大

钝性的、交替的、类似于荆棘的鸵鸟皮疣。

忧虑形成了紫杉墙

因为只有印第安人知道

詹姆斯敦的堡垒，古老的田野和狭窄的土地。(Moore，1981：107-108)

紫衫是英国殖民者引入弗吉尼亚的英国植物，英国殖民者一边将紫衫种满弗

吉尼亚，却一边告诉印第安人说帮助他们。然而“不属于英国昆虫的叫声充斥着

忧虑”以及“紫衫木（剧毒的植物）的墙壁透着忧虑”(Moore，1981：107)。英国

殖民者的植物不断侵占原本属于美洲本土植物的土地，不断在弗吉尼亚扩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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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势力，就连殖民地的昆虫也为印第安人的命运忧虑。

其次，摩尔直接指出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公然掠夺土地的行为。

拿下波托马克河流域

就像燕八哥那样做,

建立黑人的鹰巢军，

无心之失是暴政最好的敌人。(Moore，1981：109)

摩尔指出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的殖民就像“拿下波托马克河流域/就像燕八

哥那样做”(Moore，1981：109)。北美的燕八哥通过篡夺其他鸟的巢并强迫它们孵

化和饲养燕八哥的雏鸟而得以生存，所以在摩尔看来殖民者就像燕八哥一样，来

到美洲大陆迫使美洲原住民流离失所，在利用他们提供食物和生存技巧在美洲大

陆生存下去，然后再通过奴役非洲美国人将这种寄生虫制度体制化。摩尔揭示殖

民者所称光荣的殖民神话只不过是鸠占鹊巢，殖民者在弗吉尼亚扩张和殖民的残

忍行为，并不是殖民者一直坚称的他们在帮助印第安人进入现代社会。

最后，摩尔直接指出无论是英国殖民者的植物还是美洲本土植物都失去了

原本的身份。

那棵活橡树的花丝正在变黑

起伏的树枝，蚀刻的

不可分割的柏树的坚固性

从现在的英国朴树，

失去了自我，

部分地面，如未点燃的火焰越来越多(Moore，1981：111)

“如今的英国朴树失去了自我”，开始融入弗吉尼亚地区，原本的印第安

橡树“变得失去了身份/部分土地”(Moore，1981：111)。英国殖民者的植物开

始与美洲本土植物混杂。摩尔通过展示弗吉尼亚的植物之间的混杂，消解了殖

民者妄图以单一文化占领殖民地的神话。

三、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混杂消解殖民神话的单一文化统治三、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混杂消解殖民神话的单一文化统治

摩尔不仅通过说明弗吉尼亚的植物混杂来消解种族身份同化，摩尔还展

示弗吉尼亚建筑、语言、历史的多元文化现象，指出弗吉尼亚多元文化是由印

第安本土文化和英国殖民者文化共同组成。霍米巴巴的混杂理论强调的是不同

文化结合的文化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对单一文化或文化霸权现象形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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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也是对殖民现实和历史的一种消解。巴巴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文化间

隙，就在这个间隙中不同文化相互渗透，使得人或群体原本清晰的特性变得模

糊不清（Bhabha，1997：12）。巴巴指出混杂理论来源于第三空间，第三空间

既不是主体的第一空间，也不是他者的第二空间，而是主体和他者共同产生的

第三空间。探讨第三空间的意义在于瓦解殖民者想要用其单一文化统治殖民地

的想法，即第三空间为解决殖民者遗留下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方法，就是持续稳

定的在第三空间保持开放，抵抗殖民者的单一文化霸权，追求第三空间的多元

文化，达到了对殖民历史的抵抗（Easthope，1998：345）。摩尔在诗中将弗吉

尼亚的自然元素与历史和建筑融为一体，呈现弗吉尼亚的建筑和历史特点，英

国殖民者的文化和印第安本土文化此时碰撞到了一起，弗吉尼亚成为一个多元

文化的社会，即具有英国和印第安特色的、独特的第三空间文化间隙，消解殖

民者殖民神话中的单一文化殖民。

白沙圈出英格兰的旧领地

空气柔软，温暖，炎热，

翠绿的雪松点缀着海岸。

英国的绿色几乎包围

他们。在非英国的昆虫叫声中，

白色的玫瑰盘旋在墙壁上。(Moore，1981：107)

弗 吉 尼 亚 原 本 是“翡 翠”般、一 片 绿 色 的 土 地，是 未 经 开 发 的 天 然

的自然环境，在殖民者到达后，弗吉尼亚地区成为“雪松点缀的翡翠海

岸”(Moore，1981：107)，形成了同时具有英国和印第安文化特色的地区，即

形成了独有的主体和他者文化共生的第三空间文化间隙。紧接着，诗中继续描

述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建造了教堂，铺设了装饰性的砖砌结构，并建了公墓，将

经典的英国建筑引入弗吉尼亚。美洲大陆建筑文化与英国殖民者的建筑文化相

互渗透，弗吉尼亚拥有了具有印第安与英国文化双重特色的建筑。其次，摩尔在

诗中描写史密斯的“We-re-wo / co-mo-co的皮草冠冕”(Moore，1981：107)。摩尔

结合印第安语言和英语，“英国的绿色几乎包围他们”(Moore，1981：107))说明

英语到达美洲大陆后附上了美洲印第安“绿色”的特点，殖民者的语言在殖民

地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形成弗吉尼亚第三文化空间的独特语言。摩尔通过

书写印第安本土语言和英语的结合的混合语，消解英语的原本特点，进而消解

英语以及殖民者文化在殖民地的统治地位。摩尔通过观察弗吉尼亚多元文化现

象，指出弗吉尼亚形成的第三空间的文化间隙，消解殖民者的单一文化。

摩尔在诗中不止结合印第安文化和殖民者文化消解殖民地的单一文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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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提到非洲裔文化的到达同样使其成为多元文化的第三文化空间。

建立黑人的鹰巢军，

无心之失是暴政最好的敌人。罕见的

无味的

节俭的,

炎热的，甜蜜的，不一致的花坛！(Moore，1981：109)

殖民者通过非洲黑奴贸易在弗吉尼亚“建立黑人的鹰巢军”(Moore，1981：
109)，即殖民者原本企图通过黑奴贸易开发弗吉尼亚，并统治殖民地。然而非

洲裔到达弗吉尼亚后，使其成为“不一致的花坛”(Moore，1981：109)，弗吉

尼亚此时成为印第安文化，殖民者文化以及非洲裔文化的结合，是多元文化现

象的呈现，因此弗吉尼亚第三空间的文化间隙形成，弗吉尼亚的单一文化随

之消解。摩尔在诗中从建筑，历史，语言和文化方面书写弗吉尼亚多元文化现

象，多元文化的差异形成第三空间的文化间隙，消解殖民神话的单一文化。弗

吉尼亚独特的多元文化由印第安本土文化和英国殖民者文化共同组成，两种文

化的文化差异相互混杂、渗透，使得两种文化原本特色消失，形成新的第三空

间的文化间隙。弗吉尼亚第三空间的文化间隙消解殖民地单一文化的殖民，因

此消解了弗吉尼亚的殖民神话。

四、混杂的意义-消解殖民神话历史遗留陈规四、混杂的意义-消解殖民神话历史遗留陈规

摩尔在诗中说明英国殖民者的文化与印第安裔文化的混杂的真正意义是为

了消解殖民神话以及其遗留的历史偏见。巴巴的后殖民混杂理论的意义是为了

挑战殖民权威和打破身份既定的界限，巴巴试图用他的殖民论述分析，唤起人

们对于殖民历史与后殖民文化更深层的寻思探究，进一步揭开殖民者与被殖民

者交织的历史结构，展示殖民机构下衍生的殖民神话的真正面目以及其遗留的

历史偏见，进而解构殖民者以及历史学家包装的殖民神话，最终警醒人们逐渐

认清殖民神话留下的对种族的历史偏见（Beebe，2003：27）。摩尔在诗中引用

美国三个美洲大陆的殖民神话，还原殖民历史的真实，提醒当代大众看清殖民

的本质和历史，展示美国当代历史学家为后代编织的殖民神话，利用美化的殖

民神话将当代种族间不平等和冲突合理化。

一株贝母曲折的

走向圣坛荫蔽的安息之所

这个不寻常的男人和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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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一个快乐的复活。We-re-wo -

co-mo-co的毛皮王冠可能不会更奇怪，

更奇怪的还有鸵鸟，拉丁格言，

和小金马蹄铁:

给有能力的被弦射线束缚的先驱者的武器

画的像土耳其人，似乎-持续的

激起史密斯船长的兴趣，

耐心对待

他的下属，是一个好斗的平级，

波瓦坦则准确无误

充满感激。罕见的印第安人，

克里斯托弗·纽波特为其加冕！(Moore，1981：107)

摩尔在诗中的第一个消解的殖民神话是弗吉尼亚的开国元勋史密斯的神

话。史密斯船长一直被美国历史学家解读开发弗吉尼亚付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

物，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和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然而，史密斯船长与印第

安人暂时的合作只是为了英国殖民者可以在弗吉尼亚生存下去并日后在弗吉尼

亚建立殖民地，并非历史学家宣讲的与印第安民族保持长久和平稳定的合作关

系。摩尔诉说史密斯船长的战争功绩，并不是为了夸赞他英勇善战，而是为了

揭开史密斯作为军人冷酷的一面，消解历史学家讲述的关于史密斯的殖民神

话。摩尔在1935年夏天对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夏季访问中看到了约翰·史密斯

船长的雕像，才会在诗歌中提到史密斯船长。她在历史悠久的詹姆斯敦站点停

留，并观看了库珀制作的史密斯雕像，该雕像在其基座上展示了代表武器。摩

尔诗中写到约翰·史密斯上尉的手臂上的纹身，即她在诗中写下史密斯的座右

铭，“Vincere est vivere（征服就是活着）”，以及“鸵鸟的形象”，以及“金

马蹄铁”(Moore，1981：107)。史密斯武器的代表人物是军团，他们的主要组

成部分是三个土耳其人头，摩尔在诗中回想起史密斯在弗吉尼亚冒险之前在欧

洲的一场战斗中屠杀了三个土耳其人。摩尔诗中写出史密斯到达美洲大陆前的

形象，摩尔解释史密斯船长的本质是一位军人。作为军人的史密斯，服从命令

并执行命令是史密斯的第一准则。在史密斯一行人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与当

地的美国本土裔发生冲突，但是只有史密斯建议应该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虽

然表面上他用自己的机智和温和的态度解决了矛盾，得到了印第安人的信任，

缓解了英国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事实上是史密斯是从长远的目

标考虑，即在弗吉尼亚建立英国殖民地。因此，历史包装下的殖民神话以及史

密斯的善良，只是将殖民残酷的历史合理化，而摩尔对史密斯客观的叙述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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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的真实，消解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密斯的形象以及殖民神话。

紧接着，摩尔消解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和波瓦坦战争的神话故事。宝嘉康

蒂的故事是另一个化解印第安民族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矛盾的故事。传说印第安公

主宝嘉康蒂救下英国探险家史密斯，并与他相爱，两人共同努力化解种族间的矛

盾，是印第安民族和英国殖民者和平相处的经典的故事。在殖民者视角下，史密

斯和宝嘉康蒂都是美好的象征，化解了民族间的矛盾。然而，在印第安民族的人

看来，两人都是英国殖民者的帮凶。虽然说，他们的爱情暂时的化解了民族矛

盾，但是现实是英国探险家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来美洲大陆挖去矿产，获得利益，

现实中不会有完全真挚的和解，只是时机未到。摩尔意识到历史塑造的殖民神话

的假象，所以她写下“波瓦坦是准确无误的”(Moore，1981：107)，即弗吉尼亚之

后的波瓦坦战争完全暴露了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并获取利益的目的，以

及殖民者与印第安裔存在的冲突和矛盾最终是以战争为结尾。摩尔还原宝嘉康蒂

故事的真实，消解了历史学家讲述的美好故事，消解其殖民神话。

摩尔在诗中重提史密斯、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以及波瓦坦战争，重现三个

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真实，并揭示了美国历史一直以来都在利用弗吉尼亚的开

国神话来将殖民残酷历史合理化。史密斯和宝嘉康蒂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在历

史上获得尊重和称赞，但是事实是波瓦坦战争完全暴露英国殖民者的根本目的

就是掠夺土地，获得利益，所以这就决定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美国当代历

史学家通过对开国神话的阐释和解读，美化了英国殖民者的残忍手段和历史，

让后代误以为英国殖民者和印第安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只是文化不同。但是，

事实上是英国殖民者在踏上美洲大陆土地的那一天以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为

目标。诗中最后一句表达出了“小镇的自信，让它显得渺小，让傲慢显得渺

小，可以误解，重要性;和对孩子来说，是光荣的象征”(Moore，1981：111)。
弗吉尼亚小镇自身欺骗的精神让傲慢在他面前都自愧不如，只会凸显自己的渺

小。摩尔点出了美国历史允许殖民神话合理化，造成当代殖民历史遗留的种族

偏见合理化，只会加重种族歧视问题。

五、结论五、结论

摩尔展示美洲大陆自然地理的植物和殖民者带来的植物的混杂，弗吉尼亚

形成独特的植物混杂现象和文化混杂现象，消解殖民者意图以英国文化殖民弗

吉尼亚的目标。其次，摩尔说明殖民者的文化和美洲本土文化以及非洲裔文化

的相互结合，在弗吉尼亚形成独特的第三空间的文化间隙，文化间隙的文化差

异性消解殖民地的单一文化现象。最后，摩尔通过引用美国历史中有关殖民神

话的三个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的真实，以唤醒人们看清殖民的本质和遗留的种

族偏见和陈规。摩尔将诗歌上升到现实历史的层面，消解殖民神话，警示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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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历史审视当下，从后殖民的视角重新审视殖民那段历史，揭开殖民历史给

现代种族和国家带来的话语控制和无声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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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理论视域下《甜牙》好客理论视域下《甜牙》
中的身份“越界” 研究中的身份“越界” 研究

引言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48- ）是英国当代“国民作家”，和朱利

安·巴恩斯、马丁·艾米斯并称英国文坛“三剑客”，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广

泛的声誉。《甜牙》是麦克尤恩于2012年发表的以冷战时期英国为背景的长篇

小说，主要讲述了军情五处特工塞丽娜作为间谍潜伏在“甜牙行动”中唯一的

小说家汤姆·黑利身边，引导其写出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品的故事。现

有研究多聚焦于小说的叙事特点，即元小说以及互文性，如Katja Hotti分析了麦

克尤恩以元小说的形式创作这本小说的原因，并论证了“元小说不意味着小说

之死”（Hotti, 2015：54），而是对小说的复兴。此外，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

复杂的情感关系也受到了关注，尚必武通过分析文中的“原谅”一词，认为小

说中的主人公做出了艰难的伦理抉择，文章投射了“情感与伦理之间的相互影

响、冲突、互动与转换”(Shang, 2015：72)。然而作为一本冷战小说，《甜牙》

的政治伦理内涵却未受到关注，本文拟从德里达的好客理论出发，对塞丽娜和

汤姆两位主人公主客身份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好客”(hospitalité) 一词来源于法语，本意指对客人的殷勤款待，在中世

纪亦指在主人家获得住宿和保护的权利。德里达的“好客”思想建立在对康德

《论人类要求说谎的权利》和《永久和平论》以及列维纳斯《整体与无限》等

著作的思考中。他从界定“外人”这个概念出发，说明“外人”和“客人”意

思既相同又相异。“客人”(hostis)这个词本身就有两种意思：客人和敌人。客人在

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敌人，威胁主人的地位，而在即使有着这种隐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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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依然向客人敞开大门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无条件好客。大门内外是一个相对的

概念并由界限相区分，故实践好客的过程一定伴随着“越界”行为的发生。

界限(threshold)一词来源于古英语词“踩”(tread)“踏”(trample)，让人想起

进入家的身体行为；字面意思是穿过门槛。越界是好客实践的空间表征，是社

会秩序暂时失灵以及可能性生存的地方。德里达眼中的“界限”有着广泛的引

申涵义，它不仅存在于家门内与家门外之间，还存在于“外人和非外人之间，

存在于市民和非市民之间，存在于个人和公共领域之间”(Derrida, 2008：49)。
作为一个关于阈值的空间隐喻，“界限”的越过往往伴随着身份的变化。原来

的主人对住所至高无上的权利受到了威胁，主人变为客人的客人，成为了人质

(hostage)，客人变为主人的主人。本文通过分析塞丽娜和汤姆在“越界”后的

主客身份的动态变化，论证无条件的好客理想在如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具有的

重大意义。

一、“越界”前：自我中心主义的塞丽娜一、“越界”前：自我中心主义的塞丽娜

在塞丽娜和汤姆一开始仅有的几次接触中，塞丽娜一直处于高处俯视的状

态，居高临下批判汤姆的一举一动，沉浸于自我中心主义。

塞丽娜的优越感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便是自己的剑桥出身。作为英国最

古老的大学之一，剑桥大学就等于一张烫了金的名片。这种优越感使她在迈入

身为“平板玻璃大学”的苏塞克斯大学时，内心有着隐隐的自豪感。校园中砖

红色建筑以及大楼的命名方式都让她觉得匪夷所思，“一家严肃正经的大学怎么

可能是新的呢”(176)？尽管自己才是校园的外来者，塞丽娜却觉得自己依然占

据“主人”的地位。

塞丽娜优越感的另一来源是自己的国家公务员身份。进入军情五处之后，

塞丽娜渐渐对自己的特工身份产生了认同感。和雪莉在酒吧消遣的时候，看着

身边的反文化人群，塞丽娜甚至内心有着隐隐的愉悦感，因为她认为自己和他

们之间有一道鸿沟，自己“来自军情五处那‘正直’的灰色世界，是他们的死

对头”(62)。尽管曾抱怨过军情五处的官僚机构本质，其象征的秩序还是让塞

丽娜心生向往，而愿意把自己当成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工作性质以及个人性格使然，塞丽娜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反文化浪潮毫

无好感，避之不及。她心中的这道鸿沟便是隔开外人与非外人的界限，便是好

客的界限。

在和汤姆的第一次办公室相见的时候，塞丽娜就是这样把控着主导地位。

在这主人和外人边界之内，她是无形的家园的主人，拥有对客人进行“过滤、选

择”的权利，而苏塞克斯大学的一切都被她隔离在了门外 (Derrida, 2008：55)。在

二人见面之前，塞丽娜已经通过军情五处的秘密档案了解了汤姆的主要人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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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知道他的生活轨迹和经济水平。和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塞丽娜对比，汤

姆在她看来充满了“学生气”。而汤姆却对塞丽娜一无所知，这种信息的不对

称注定了汤姆的属下地位。在叩开汤姆的办公室门之后，塞丽娜急不可待地将

凝视的目光投向了汤姆。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这种外来的目光如同一面镜子,
不知疲倦地提醒着被监控者存在着不足之处,从而使被监控者驯服地接受目光的

安排和调控”（Foucault, 1999：375）。“他的瘦带点阴柔，手腕纤细，一握到他的

手，就觉得拿手看起来比我的更小更软。皮肤很白，眼睛深绿，深棕色长发修

剪成类似波波头的式样”(179)。在塞丽娜的凝视下，汤姆变成了丧失主体性的

他者，塞丽娜任凭自己的心意解读汤姆的一举一动。

主人的不好客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在打开家门之前，主人无法确定这个

客人给自己家带来的是鲜花还是破坏。故主人会有一定的仇外情绪，对越界这

一行为感到警惕。在二人第一次见面的交谈中，塞丽娜对掩护身份的暴露十分

焦急，害怕汤姆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自己从此失去主人地位。“他在忸忸怩

怩地扮演一位友善的教师，对一个紧张的申请人连哄带劝，教她如何应对入学

面试。我知道我得重新掌握主动权”(183)。主人和客人中间有着一个门槛，一

条界限，越过界限之前，二者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安全却又冷漠。即使二人

后期成为了恋人，塞丽娜依旧因自己的间谍身份而煎熬，在扮演恋人角色的同

时有所保留，没有完全敞开自己的家门，无所顾忌地接待客人。

二、“越界”后：无限可能所在二、“越界”后：无限可能所在

1. 主人成为人质

和他人交往的过程即表示着打开自我，迎接他人。故主人和外人的关系

必然发生变化，客人会越过门槛，跨越界限，走进主人的家。在彻底跨越界限

前，主人都处于急切渴望客人地状态，此时主人变成了客人的人质，客人变成

主人的主人。

塞丽娜在对汤姆发出邀请后，便逐渐由主人身份转换成了人质身份。从

汤姆办公室回来后，塞丽娜内心一直焦躁不已，对汤姆回复的期待让她的情

绪为汤姆所牵动。“我整天揣着悬念度日。时至周五，汤姆·黑利还是没有消

息”(206)。此时的塞丽娜不若之前那般胜券在握，成了被约定所捆绑的人质。

这是无条件好客的要求，无条件的好客就意味着“要让客人来取代我的位置，

让我成为他的人质，要让他来成为我的主人，甚至成为解救我的人——弥赛

亚”（Wang, 2018：104）。塞丽娜脱离掌握主动权的主人身份而俨然成为被动的一

方，甚至如同一个被抛弃地爱人般怨恨地猜想汤姆的意图。

汤姆的来信象征着好客的门槛已经开始缓缓被迈过，客人开始进入主人的

领域。塞丽娜和汤姆二人很快熟络起来，并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二人不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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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想法，不断走近彼此的内心。用塞丽娜自己的话说，“我

们就像是一对正在热身的网球选手，稳稳地守住底线，发球迅速而不刁钻，打

到球场中央，正好落在对方的手位”(224)。汤姆越过界限的过程就是二人不断

融合的过程，即使尚未到达最后的共通，汤姆已经由外人变为了非外人。塞丽

娜不再用高高在上的眼神凝视汤姆，而是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他，欣赏他慢慢甩

掉自己的学生气，学会用金钱包装自己。二人甚至会一同以主人的眼光审视餐

厅的其他人。“我们可以观察别的客人，嘲笑他们几句。我猜我们的态度很嚣

张”（244）。用着“甜牙行动”的津贴大肆消费给了他们隐秘的快感，这是结下

的最牢固的好客协议。

然而，没能完全打开好客之门让塞丽娜愧疚不已，她实践的依然是有条件

的好客。看似美好的爱情背后动机不纯，塞丽娜的领域中始终有一块自我保留

的区域，而汤姆无从得知。“这终究是我的幸福生活中的小小污点”（254）。和军

情五处的协议让塞丽娜成为了军情五处的人质，塞丽娜因为这份责任，和汤姆

之间依然有着若隐若现的界限。

2. 亲密关系的形成

当个体完全敞开家门，将客人纳入自己的家园，并不对其有太多的附加要

求才属于真正的无条件好客。马克斯因妒忌而向汤姆告密，这一举动将塞丽娜

的好客大门完全开启，汤姆彻底越过了主客之间的界限。得知真相的汤姆一开

始愤怒不已，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直至后面冷静下来，决定把握住这个千

载难逢的机遇——以塞丽娜为原型创作一本小说。

“祛魅”后的塞丽娜变成了汤姆笔下的人物，听凭汤姆的调配与诠释。汤

姆开始观察塞丽娜的一举一动，渴望得知她的想法，甚至还想尽办法采访塞丽

娜的亲人朋友，为的就是知道塞丽娜人生历程中他没有参与的部分，然后将它

记录下来。塞丽娜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变成了汤姆的人质，一道新的门槛在二

者之间竖立起来。塞丽娜隐隐感觉到爱人的变化：“他的精力出奇地旺盛。我又

感觉到他的躁动或被压抑的兴奋”（313）。眼看着旧的门槛刚刚迈过新的门槛又

已经竖起，马克斯再下一针催化剂，将“甜牙行动”公之于众。塞丽娜和汤姆

得以从疏离中解脱。

在全书的最后一封信以及最后一章中，汤姆坦诚自己早已知道并原谅了塞

丽娜的秘密，乞求塞丽娜原谅他。“我宁愿认为这些谎言已经互相抵消，通过互

相监视我们俩已经纠缠得太深了，谁也离不开谁”（398）。从《甜牙》的面世来

看，两个人最后原谅了彼此，两道门槛都被完全迈过。经过这一番背叛与被背

叛，两个人都对对方践行了无条件好客，给予彼此信任。二人联手著书的《甜

牙》就是越界的结果，只有超越界限，超越好客，双方有着深切的信任才能达

成真正的亲密无间。



037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三、结语三、结语

践行好客最大的挑战就是接待的陌生人可能对主人地位造成威胁。只有

真正打开家门，以无条件的好客迎接外人，才有可能建立超越好客的亲密。这

种亲密一般在越过界限的动态过程中形成，是好客行为最美好的果实。在与外

人的相处过程中，要积极跨越界限，与他人建立信任关怀他人。在全球化的今

天，“越界”从世界主义层面为个体与个体间，集体和集体间，私人领域和公共

领域间的关系的流动性建构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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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Sweet Tooth succeeds McEwan's consistent exploration and inquiry of ethics and 

depicts the emotional collision between roles with different identities. Based on Derrida's 

hospitality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McEwan's moral stand on reception by analyzing 

Serena and Tom's fluid host-guest identity in Sweet Tooth to expoun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 ideal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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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气质视域下《桥头眺望》男性气质视域下《桥头眺望》
中的负情感解构中的负情感解构

一、引言一、引言

《桥头眺望》是阿瑟米勒早期的一部两幕剧，也是外界认可米勒所有剧作

中除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和《萨勒姆的女巫》以外，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教

高的一部，该剧一经推出就在伦敦引起巨大反响。该剧描绘了移民区的男性人

物以美国男性气质标准践行自己的男性身份从而产生出的负面情感以及他们的

消解之道。

男性气质理论并非一两个理论家的独创，而是来源于大量学者历经数代研

究的理论结晶。在康奈尔看来，“男性气质并非自古有之，而是与欧洲近代文化

中的个人主义和两性差异观念息息相关，因而是一个较为新近的历史产物”（詹

俊峰，2015：75）。在二十世纪以前，人们通常多以男性气概来描述男性，它

更多指的是男性所具有的内在优秀品质，然而当人类进入到消费性社会后，文

化与价值观发生转变，人们对于男性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男性的内在品质渐

渐不被重视，相反，权力地位、体貌特征、阶级地位与财富等因素逐渐成为了

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这种转变使得男性气概不再适合评价现代男性的特点，

于是源于法语的男性气质一词流行起来。《剑桥词典》对于“masculinity“的解释

为“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traditionally thought to be typical of or suitable for men“，

译为“男性传统上被认为所具有的典型的和合适的品质”，而这些被现代人认

为的男性所应该具有的品质时时刻刻对男性起着规范作用。

负情感指“丑陋的情感”，是“细微，压抑并引发痛感与不安的负面情感，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文化隐喻和政治指涉”（汪小玲，2020：81）。斯坦福大

代广昊①   王　丹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摘   要：阿瑟·米勒的剧作《桥头眺望》中描绘了一群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者的底层

生活，剧中展现了底层男性面对男性气质规范造成的负情感所采取的对策。本文运用男性

气质理论，分析男性角色由于男性气质规范所产生三种负面情感，探讨他们相应做出的消

解之道，阐释了解构负情感对于塑造男性身份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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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赛宁盖于2005年提出负情感理论，她总结出焦虑、嫉妒、厌恶等七种常

见的负面情感，以此折射出美国现代人群的生存境况。

基梅尔认为，“现代男性气质的规范给男性带去了巨大苦恼，尤其是情感

上的压抑”（隋红升，2018：115），由于男性气质的桎梏，男性的负面情感油然而

生。本文从男性气质理论出发，分别从男性气质在身体、消费力和同性恋倾向

这三方面对男性的规范出发，探讨男性角色相对应所产生的焦虑、嫉妒和厌恶

这三种负情感，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投掷、模仿和接纳多元主义男性气质这三种

方法消解其负面情感。

二、通过投掷消解身体危机下的焦虑二、通过投掷消解身体危机下的焦虑

“19世纪后半期，男性‘内在力量’的观念被肉体与身体的信条所取代”

（kimmel，2006：82），也就是说男性内在的品质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相反人们

的注意力渐渐地转移到了肉体与身体上，男性通过塑造健壮的身体来彰显他们

的男性气质。而当男性的身体出现危机时，他们便无法履行自己的男性身份，

这种男性气质的丢失给他们带去了深深的焦虑感。然而当剧中角色面对这种身

体危机带来的焦虑时并没有默默忍受，而是在无法忍受之时采取“投掷”方法

直面焦虑的源头。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区，卢道夫与哥哥马克是刚刚来美国的

移民，他们暂时借住在表姐贝特丽丝和姐夫埃迪家中，然而这个原本和谐的家

庭在马克和卢道夫两个外来者到访后发生了变化。被埃迪视为女儿来抚养的的

侄女凯瑟琳对卢道夫表现出了好感，这让埃迪感受到了一丝危机，原本为自己

命是从的凯瑟琳渐渐脱离自己的掌控，这让埃迪决定采取一些行动。

为了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埃迪通过“拳击”游戏对卢道夫进行

了身体规训。“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福柯，2012:11），它是男性彰显气质

的重要途径，很多时候男性通过健壮的身体来遏制他人。当埃迪发现他已经无

法通过言语来对卢道夫进行约束，于是便提出了要教导卢道夫拳击，“你先在

这儿见识真正的拳击”（Miller，2015：56），想要通过拳击这项运动来完成对卢道

夫的身体规训。

在与卢道夫打拳击时，埃迪渐渐地从开始时的教导变成了挑衅，并且有意

无意地击打到鲁道夫的身体，使得没有拳击经验的卢道夫愈发紧张，一种无形

的威胁油然而生，此时的卢道夫已经无法掌控它的身体，他的自由被埃迪所限

制。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最初的焦虑体验，是来自野生动物的尖齿利爪的威

胁警示，到了现代我们仍认为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具体敌人的尖牙和利爪”（罗洛

梅，2010：2），埃迪的这种身体规训，正是人类最古老却又流传至今的维护权力

的手段，在埃迪的这种“尖牙利爪”下，卢道夫不仅丧失了自由，也失去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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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男性气质最显著的特征，这种身体上的危机使他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而与

他同样处在埃迪压迫之下的马克，也不得不同样面临着这种焦虑。

面对这种身体规训所带来的焦虑，马可采取了“投掷”方法。焦虑主体常

会将本源焦虑投射到其他物或人身上，也就是所谓的外源焦虑上，随着外源焦

虑的情感累积到主体所不能承担的时候，焦虑主体便会通过爆发将压抑的情感

释放出去，这个时侯焦虑主体才会深刻地意识到: 外源焦虑不过是本源焦虑所投

射的一种表象，只有将本源焦虑“狠狠地投掷出去”（Ngai，2005: 219），才能实

现主体意识的回归。马克与卢道夫因男性身体危机所导致的焦虑其实是外源焦

虑，而真正困扰他们的是男性气质背后的权力压迫，也就是他们的本源焦虑，

在这种权力压迫下他们丧失了作为男人的主体性。而当马克忍受不了这种焦虑

时终于爆发，他将凳子举过埃迪头顶，同样以一种游戏的形式反抗者埃迪的压

迫，并将本源焦虑“投掷”出去，他最后的爆发是他男人本性的释放，通过恢

复自我来消解焦虑，实现了男性身份的回归。

三、通过模仿消解消费差异下的嫉妒三、通过模仿消解消费差异下的嫉妒

“在消费社会语境下，一个人处于哪一个阶层，如何确立身份，消费力对

于男性来说几乎成为最重要的判断男性气质的标准”（周立栋，2018：40），一个

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男人才会被认为是具有理想男性气质的男性，不具备消费

能力的男性则会被轻视、排斥，这也体现了现代人类文化价值观的蜕变。这种

消费差异势必会导致男性的嫉妒情感，剧中人物面对这种负情感选择通过模仿

消费的方式塑造自己的男性身份。

卢道夫成长于意大利的一个偏远小镇，这里生活的几乎都是底层社会的

人，他们多是本分的农民，而来这里旅游的“阔人儿”彻底颠覆了卢道夫的

价值观，“他们从茶座上把一千里拉的钞票扔过来，钱就像下雨一般落下来”

（Miller，2015：31），这种金钱的冲击力让他见识到了外界的魅力，于是对上层社

会那些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憧憬，然而当他发现这种向往的生活无法实现时，

便产生了嫉妒之情，于是便迫切的想要脱离家乡来到美国实现他的“美国梦”。

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给刚来到美国的卢道夫带去了巨大的冲击力，上

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嫉妒不已。“在嫉妒情感的驱使下，主体会通过自

居/反自居作用，试图模仿或取代客体对象，对自我做出新的审视与评估”

（Ngai，2005: 126-130），以此获得新的自我，于是卢道夫通过采取消费模仿的方

式来践行自己的男性气质，以此来消解他的嫉妒情感。

这种消费模仿体现在卢道夫的衣服消费上。当卢道夫在美国赚取了第一笔

工资后，他选择了去购买时髦的衣服和鞋子。这种时髦的衣服除了它的使用价

值之外，主要会作为一种符号被消费，它代表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身份，“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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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人看成一个粗人，男人必须培养其品味，用正确的方式来辨别那些消费品

是名贵的，哪些是丑陋的，例如合适的服装”（凡勃伦，2011：36），卢道夫通过

时髦的衣服来塑造自己的理想的男性气质，以此来融入繁华的美国社会；其次

卢道夫通过电影消费实现消费模仿。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者来说，看电影

是一种奢侈的消费，通常电影院是中产阶级才会经常出入的地方，这种娱乐消

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消费观与消费能力，同时这种时髦的休闲活动也是上

层阶级的身份体现，卢道夫希望通过这种休闲消费修补与上层人士的差距。卢

道夫通过这两种消费模仿缓解了消费差异所带来的嫉妒情感并且以此建构自己

的理想男性身份。

四、通过接纳多元主义男性气质消解对同性恋倾向的厌恶四、通过接纳多元主义男性气质消解对同性恋倾向的厌恶

“从性取向的角度看，以异性恋为标准的男性气质的证明和建构，建立在

对同性恋的贬斥和压制的基础之上”（隋红升，2016：66），因此有着同性恋倾向

的男性自然就会被其他男性厌恶。由于卢道夫所表现出来的与正常男性不同的

性格特征使得埃迪觉得他具有同性恋的倾向，而埃迪对卢道夫产生的厌恶情感

使得他们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为了消解这种厌恶情感，剧中人物通过各种行动

劝说埃迪接纳拥有者不同的男性气质的卢道夫。

马里奥·米耶利认为，男人拥有的女性特征会使得男性被认为具有同性

恋，因此卢道夫的女性化特点使得他被埃迪认为是同性恋无疑。首先这种女性

化特点表现在卢道夫唱歌上，他会突然唱起歌并带着动作，因此被叫做纸娃

娃、金丝雀；其次卢道夫的女性化特点表现在他金黄色的头发上，卢道夫的一

头金色头发被埃迪认为像是歌舞团的一名歌女；最后这种女性化特点表现在卢

道夫的衣服上，二十世纪初期通常只有女性才会通过服饰的打扮彰显自己的魅

力，所以卢道夫的时髦服饰使得埃迪认为其女里女气。正是这几点具有女性化

的特点使得埃迪对卢道夫产生了厌恶之情。

为了消解埃迪对卢道夫的厌恶之情剧中人物做出了巨大努力。当埃迪指

责卢道夫令人厌恶的特点时，妻子贝特丽丝逐一地为他解释，劝说埃迪接纳卢

道夫，因为在她看来卢道夫的那些特点并不会影响他的男性身份。其次卢道夫

主动向埃迪示好，约他一起去百老汇，并且在埃迪对其表现出明显的厌恶之情

后也同样地表现出友好的一面，希望埃迪能认可自己。在贝特丽丝与卢道夫的

劝解下，埃迪逐渐接纳了卢道夫，认可了卢道夫的这种与他人不同的的男性气

质。赛宁盖认为，“厌恶的诗学似乎与多元主义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不分青红皂

白的宽容伦理不相容”（Ngai，2005：345），也就是说只有遵循多元主义才是消解

厌恶情感的正确途径，而正像许多男性气质研究学者认为的那样，男性气质具

有多元化特征，并且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只有接受男性间的差异，不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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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貌、性格等外在因素看做男性的评价标准，才能够打破男性间的隔阂，才能

塑造多元的男性身份。

五、结语五、结语

从男性气质角度解读《桥头眺望》中男性的负情感是研究该剧作的一个新

的角度，作者通过对文中男性角色所采取的三种应对负面情感的方式的描写，

引发了社会底层男性人物对建构男性身份的思考，并指出人们应以积极的态度

来应对负面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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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rthur Miller's play A View from the Bridge depicts the bottom life of a group of 

Italian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lay shows the countermeasures taken 

by the bottom men in the face of negative emotions caused by masculinity norms. This arti-

cle uses the theory of masculinity to analyze the three kinds of negative emotions produced 

by male characters due to masculinity norms, explore their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negative emotions in shaping mal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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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今世道》中有闲阶级的生存独立论《如今世道》中有闲阶级的生存独立

一、引言一、引言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

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被看作是可以与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及艾略特

等齐名的作家。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47部长篇小说，50 多部中篇及

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自传及旅游札记。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描写政治方面的议

会小说以及描写维多利亚时期上层阶级的巴塞特郡小说这两大类上，他的小说

以其独特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对小说人物的心理刻画以及对情节巧妙安排备

受当代批评家的喜爱。《如今世道》这部小说是特罗洛普写于其晚期的作品，

虽然在当时十九世纪末期的英国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但是仍不能影响这一

小说的研究价值。约翰·霍尔（Hall, John）认为《如今世道》是特罗洛普“最

为经久不衰的、也是很多 20 世纪读者认为最能反映其所关注问题的讽刺作品”

（Hall，1991：384）。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

变革的问题层出迭起，社会阶级问题异军突起且极其尖锐。这作为一种不可避

免的社会现实问题，在特罗洛普的作品种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如今世道》

中，主要体现在主人公麦尔莫特身上和他的女儿玛丽身上。

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不仅是在经济学领域，更是在文化文学领域也

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根据凡勃伦的界定，“有闲阶级是指不事生产却有可靠生

存保证的阶级，整个有闲阶级包含贵族阶级和教士阶级，还有两者的许多隶属

分子”（凡勃伦，2012：11）。“具体到特罗洛普的小说，有闲阶级可大致界定为囊

括贵族、乡绅、教士、军人、新贵等的社会群体”（赵喜梅，2017：59）。而特罗

桂　琴①   曲　涛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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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普对有闲阶级的描述都基于他对这一群体的观察，无论是个人的生活状态，

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或者阶级之间的跨越，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

相关联。

二、作为中产阶级的有闲阶级——麦尔莫特和玛丽二、作为中产阶级的有闲阶级——麦尔莫特和玛丽

1. 作为中产阶级的麦尔莫特

麦尔莫特作为一个出身不明和背景不硬的犹太裔商人，在他一开始来到

伦敦时，贵族分子们对麦尔莫特这样的暴发户时十分厌恶的。“他看起来像是

个自恃富有、倚势凌人的人...在伦敦街区麦尔莫特先生的名字要多少钱值多少

钱——不过，他的人品不怎么可贵”（特罗洛普，2008：33）。在他们的传统

观念里，麦尔莫特不过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贱民，一个来自底层世界的外来

者，因此他虽然很有钱，且人们对他的金钱以及这个名字十分好奇，但是对于

他本人以及人品的认可度不高。

为了让自己得到认可，一跃成为享誉伦敦街区的知名人物，麦尔莫特举办

了宴会来招待市民。在这样的一个有闲阶级内，“博取名声的规范是现成的目

的”（凡勃伦，2012：61）。而如何获取名声，以及让取得的名声根据标准一直延

续下去，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的。对于麦尔莫特来说，他刚转变为

一名贵族，对于一些审美技巧的养成需要时间及勤奋。刚结束舞会，他就问起

他女儿的表现以及来舞会的爵士。因为“尽管他无时不睁大着眼睛、伸长着耳

朵，尽管他事事留心，且精明异常”，但“他还不完全了解英国贵族头衔有多大

作用以及它们的顺序怎么排的”（特罗洛普，2008：41）。因此这样的一场“豪华

的宴会就像是集体犒赏或舞会”，特别适合麦尔莫特具有夸耀性质和目的的需

要。这样的一场宴会，也让他获得许多名声，暂且不论好与坏。

作为一个暴发户，麦尔莫特也是有其自知之明，虽然在英国这样社会大

变革，社会阶级动荡的时期，他已经跻身于上层中产阶级，可作为有闲阶级的

他明白，要想获得更大的声誉以及地位，那么第一步便是积累财富。以前游荡

于欧洲各国的麦尔莫特便积累了许多财富，可是伦敦街区的人对他的财富并不

十分认可，于是他便试图通过投机生意赚钱，声称要创办一条“中南美洲大铁

路”，让身边的贵族阶级这样的有闲阶级附庸于他，成为董事会成员。靠投机生

意获得的股票，以及靠父亲的麦尔莫特的女儿，都成为了抢手的对象，无数贵

族竞相巴结他女儿，想要成为乘龙快婿。在麦尔莫特眼中，金钱成为了神奇的

力量，可以让自己，乃至妻子、女儿成为人们的中心，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

2. 作为贵妇的玛丽

作为麦尔莫特唯一的女儿，玛丽却是一个身世不明的私生子。她从小过着

颠沛流离的生活，却还要遭到父亲麦尔莫特的毒打，而后父亲暴发之后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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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英国参加舞会之后，玛丽并不知道自己被父亲当成了商品，在婚姻市

场上贩卖。在面对费利克斯时，“在玛丽的含泪的笑容中实际上有一种纯真的

光彩”（152）。但对于作为贵妇的玛丽来说，她在作为有闲阶级的时候，是必须

要承担责任的。“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就一切阶级和阶层来说，贵妇和仆

从们的有闲，跟出于自有的权利的一位绅士的有闲不同，前者的有闲是一种职

务，而且是外表看起来很辛苦的职务”，而贵妇却是要营造出情趣盎然的生活

氛围。

玛丽现在还处于经济尚未独立的地步，所以她不得不依附于她的父亲。

他的父亲为她物色的并非是费利克斯，而玛丽本人又涉世不深，她只知费利克

斯长得漂亮。在这样一个正是向往爱情的时候年纪，玛丽在爱情方面却是一张

白纸，只读过一些爱情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女儿，玛丽无论是在

个人还是社会方面都是漂浮不定，没有赖以生存的稳定的社会地位让她得以依

靠。

三、具有独立性的男性有闲阶级和不具有独立性的女性有闲阶级三、具有独立性的男性有闲阶级和不具有独立性的女性有闲阶级

1. 具有独立性的男性有闲阶级-麦尔莫特

通过“中南美洲大铁路”投机活动的成功，麦尔莫特可以说一跃成为了响

彻整个伦敦街区的人物，但如何维持他作为有闲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方式

和荣誉成为了他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在维多利亚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状况都在发生着改变，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这一手段来维系他作为中产阶级的地

位和生活方式是他其中的一个手段。

经商活动的成功，让麦尔莫特声名鹊起，而在政治经济变革的状况下，他

也开始慢慢接触政治生活。“受人拥戴的因素，风雅入时的因素，立法的因素，

法律的因素，商业的因素。麦尔莫特先生毫无疑问是适合代表威斯敏斯特选区

的人物。他深得众望，有口皆碑”（特罗洛普，2008：300）。麦尔莫特在保守党和

自由党之间徘徊，最终成为了威斯敏斯特选区保守党的代表人，而无须说明的

是，他的竞选委员会是由贵族、银行家和酒店老板们组成的。保守党一向是以

阶级偏见闻名于世，如今他这个委员会完全打破了阶级界限。成为保守党的代

表人虽是一件大事，可是即将到来的为中国皇帝举办的宴会比这件事还要大得

多。对于这件事情，不少人希望麦尔莫特能够承办，“由于花得起与乐意花这两

者的结合是办此事的首要条件”（301）。对于麦尔莫特本人而言，他也是希望能

由他举办的。从他刚到伦敦街区就举办大的舞会邀请贵族参加，以提高他的地

位来获得荣誉就能看出来，他绝不是省油的灯。再就是，这次宴会可以说是属

于国家层面的宴会，受邀来参加宴会的人不可能缺少英国王室，更有那个大臣

和其夫人，这都是作为有闲阶级的他所渴望获得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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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有了第二层级的体现。麦

尔莫特为博取声誉，获得社会地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为中国皇帝举办宴会，

都是他维系社会地位及他人关系的手段，是他作为独立的有闲阶级的方式。

另一种维系麦尔莫特社会地位和获得声誉的方式就是通过联姻。麦尔莫特

在法国发迹之后，来到伦敦街区最先做的事情便是举办麦尔莫特太太的舞会。

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获得伦敦街区贵族的关注，同时，他也对贵族的爵位

十分感兴趣，希望通过舞会能为女儿谋得一个夫婿。

威廉·科伊尔( William Coyle) 称特罗洛普是“社会人类学家”，对特罗洛普

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群作了六组划分: 贵族、乡绅和神职人员、职业人群、商人和部

分农民、下层、附庸。在英国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之下，资本汇入导致人们之间的

关系发生变化，显然这样的划分已经不那么适合于特罗洛普的人物，有闲阶级

的引入就显得很重要。“在有闲阶级内不同阶层之间或有闲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

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联姻，婚姻是社会等级和名誉地位所赖以维系的基础”（赵

喜梅，2020：107)。麦尔莫特给予他女儿玛丽的虽然只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但是

麦尔莫特却认为自己对玛丽拥有所有的决定权，他希望在女儿选丈夫方面他拥

有一票否决权，因为他想通过女儿的婚姻来结识一些有钱有权的绅士贵族，好

让自己也拥有爵位。这样的婚姻对于拥有金钱和财富，甚至现在拥有一些政治

权利的麦尔莫特来说是他维系社会地位和名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2. 不具有独立性的女性有闲阶级

由上文可知，玛丽虽然看上去成为了各大贵族和乡绅等有闲阶级的追捧，

可她始终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在舞会的开始，她“似乎倒为她的地位感到

不自在”，人人都在说道“在这位小姐的婚姻问题上，是让金钱起着同样重要的

作用。这种婚姻能否被通过，是根据重大的金钱方面的安排来决定的”（32）。她

的父亲希望她能够和有钱也有权的尼得达尔公爵结婚，然而她却偏偏看上了无

钱无势的费利克斯爵士。虽然说费利克斯是一个贵族，可根据凡勃伦所言，

“系出名门或许所承袭的是没有足够物品来轻松支应的无限制尊崇消费”的人

是会形成一个身无分文的有闲绅士阶级。费利克斯正是这样典型的人物，靠着

自己的美色来欺骗着玛丽，“借着依附或效忠的方式而附属于身份较高的人”。

玛丽靠着她父亲成为了一个相对来说高于费利克斯的有闲阶级，然而，她也很

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因为依附于自己的父亲，自己没有独立的身份与地位，

所以不能当家做主，自己谋求爱情甚至是婚姻。她与费利克斯之间的感情不会

有好结果产生，更不用说费利克斯本人的欺骗。

四、丧失独立性的麦尔莫特和终拥有独立性的玛丽四、丧失独立性的麦尔莫特和终拥有独立性的玛丽

1. 丧失独立性的麦尔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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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尔莫特通过“中南美洲大铁路”这样的投机活动，以及举办响誉整个伦

敦街区的宴会之后，他获得了国会议员这样的身份，更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买

卖活动，获得了自己的爵位。麦尔莫特一度通过自己金钱积累为其博得了名誉

和社会地位，“绝大多数人物都在他面前媚态百出，就连那些高居爵位的老爷太

太们也未能例外。从艾尔弗雷德到乡绅朗格斯塔夫，从贵族尼得达尔父子到卡

伯利夫人和她的儿子，人们一个个拜倒在麦尔默特的脚下”(殷企平，2002：63）。

可以说，麦尔莫特已经获得了作为有闲阶级所拥有的大部分财物与权利。

可是，好景不长，麦尔莫特最终归于破产，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在破

产消息一经传出，人们一哄而散，连他最值得信任的艾尔弗雷德爵士也离他而

去；而他所租赁的房产地皮，更由于伪造被人揭发，最终人财两空。他提前把

一些金钱放入女儿玛丽的账户，以确保最后关头的救急，他私心以为这样的做

法不会让他最后走投无路，可玛丽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随着“中南美洲大铁

路“投机活动的失败，宴会的落幕以及从政道路的失败，失去了以金钱为庇护

的麦尔莫特终究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2. 终拥有独立性的玛丽

玛丽通过诸多宴会，她知道了父亲麦尔莫特对她的支配，知道父亲把婚姻

当成商品与各贵族进行买卖。但是，她也不是欺软怕硬的人，她决定采取自己

的方式和费利克斯结婚。她准备好了父亲存在她账户的金钱决定和费利克斯私

奔。她充分发挥金钱与财富的作用，一方面在努力追求费利克斯；另一方面，

她深知金钱对费利克斯的重要性，所以她用钱来诱惑他，让费利克斯跟她私

奔，对于玛丽来讲“有财就有势，财富是权力的依据”（凡勃伦，2012：26）。

正是因为玛丽最后有了金钱，她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就算最后费利克斯

没有与她私奔，她仍然待在伦敦街区，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改变了。不再和其

他年轻女子一般，她已经不再依附于父亲，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当他父

亲走投无路，投机活动破产之时，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决定是否交出自己

账户里的金钱。

五、总结五、总结

特罗洛普的长篇小说《如今世道》可以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他小说所描

写的人物与事件与当代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麦尔莫特作为一个暴发户的形象

出现在人们面前所被人排斥，再到成为以金钱为主要方式获得他人拥戴，到最

后破产自杀的惨况，让人思考起作为男性有闲阶级的独立性。而玛丽作为一直

依附于她父亲生活的有闲阶级，经济尚未独立，自己的婚姻被父亲当做商品在

贵族之间买卖，这样生活让她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未能有属于自己有闲阶级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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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尔莫特和玛丽他们最后的结局，麦尔莫特丧失了他作为男性有闲阶级的

独立性，而玛丽却获得了她作为女性有闲阶级的独立性，这样反差的结局可以

看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变革，以及金钱资本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更让人

反思男性与女性有闲阶级的差别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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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nthony Trollope is a Victorian novelist in England. Melmotte. The protagonist 

of his novel The Way We Live Now, is a Jewish financier with unknown class origin and 

background.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Central South American Railway" that does not exist, 

and describes the story of Melmotte’s great success in speculation by investing in the rail-

way, and then step by step goes towards fail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survival 

independence of the protagonist Melmotte and other classes in Victorian England from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Veblen’s leisure class, so as to think about the money capital faced by 

Victorian Britain and reflect on the survival independence of male and female leisure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Keywords] Anthony Trollope; The Way We Live Now; Leisure class; Survival independence

The Survival Independence of the Leisure 
Class in The Way We Live Now

GUI Qin   QU Tao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052

东北亚外语论坛 NAFLS（ ）

关怀伦理视域下麦克尤恩《儿童法案》关怀伦理视域下麦克尤恩《儿童法案》
中的价值冲突解读中的价值冲突解读

引言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48-）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当代最具影响

力的作家之一，被誉为英国文坛的“民族作家”。作为一名天才作家，伊恩·麦克尤

恩曾先后斩获惠特布莱德奖、布克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等众多奖项。“他的小说

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大放异彩，他作为一位风格主义者和一位关于叙事小说的功能

和能力的严肃思考者受到评论家的好评。”（Head，2007：2）1975年，伊恩·麦克尤

恩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部短篇小说集一

经发表便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为他荣获了毛姆奖。自《最初的爱情，最后的

仪式》之后，他又先后发表了《水泥花园》（1978）、《只爱陌生人》（1981）、《时间

中的孩子》（1987）、《黑犬》（1992）、《阿姆斯特丹》（1998）、《赎罪》（2001）等多

部作品。其中，《时间中的孩子》被视为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作品。麦克尤恩早期

的写作风格偏恐怖和阴暗，直到发表《时间中的孩子》才开始转变。他的小说深受

公众喜爱，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麦克尤恩擅长勾勒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以及

伦理倾向，这一点与伦理学家内尔·诺丁斯的关怀伦理不谋而合。诺丁斯认为关怀

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并且关怀包含双方“关怀者”和“被关怀者”。

“关怀是基于情感和意愿的，并非是固定的规则和要求。”（Noddings, 2013: 54）
《儿童法案》是麦克尤恩首次将法律问题在文学文本中进行探讨的一部作

品。作为高等法院法官，菲奥娜肩负起维护儿童福祉的责任。面对生命取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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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问题以及精神信仰和生命的抉择问题时，她的判断主要基于具体情境和

儿童的需要。菲奥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解决别人的困境，但她自己也

面临着家庭冲突。对于《儿童法案》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国外

学者对《儿童法案》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角度和跨学科分析。罗纳德·苏艾特和克

里斯·路顿在文章“文学小说中的两种文化修辞分析”中将《儿童法案》与《星期

六》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两部小说都聚焦于一种职业和两

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科学(以医学为代表)、艺术和宗教(面对世俗法律)。同时

也指出“我们所讨论的麦克尤恩的两部作品都可以被解读为文学的伦理转向和21
世纪文学中人文主义的复兴”。（Rutten & Soetaert，2018：83） 学者卡西亚·埃斯科

扎在其学术文章中，分析了伊恩·麦克尤恩是如何在小说中话语式地重构法律领域

的以及对现实与虚构关系的探讨可能引发的关于社会指称的问题。此外，文章还验

证了文学对法律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可能性。伦理是国内学者研究麦克尤恩的一个

热门角度。沈晓红在其博士论文中分别从自由悖论、伦理反乌托邦以及伦理困境等

三个角度分析了伊恩·麦克尤恩的三部小说中的伦理困境。论文中阐释了麦克尤恩

三部小说中对应的时代伦理问题并且指出“对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中各种伦理困境

的审视，显示了麦克尤恩对紧迫的伦理问题的执着关注。”（沈晓红，2010：112）本

文立足于关怀伦理，探究在婴儿、少年、成年和中年四个阶段中小说人物面临的价

值冲突。

一、连体婴儿马修和马克的生命取舍问题一、连体婴儿马修和马克的生命取舍问题

小说《儿童法案》的扉页上写到“法庭在解决任何关涉……儿童养育问题

时……应优先考虑该儿童的福祉。”（McEwan，2014：1） 这句话真实地选自1989年

英国的《儿童法案》。由此，也奠定了这部小说的背景将围绕法律徐徐展开。关怀

意味着保护和维护某人或某事的安全和福祉，法官菲奥娜正是基于对福祉的理解

对小说中的儿童们施与了关怀。

马修和马克是一对连体婴儿，他们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处在复杂的生命维持装

置中，头脚相依。连体婴儿的父母是牙买加人和苏格兰人，虔诚的天主教徒，笃信

生命，但是却反对分离这对连体婴儿。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夺走这对连体婴儿

的生命，否则就是一种人为的谋杀。连体婴儿马修和马克的生命体征截然相反，“

马修头部肿胀，双耳凹陷在粉红色的皮肤中。而马克的头罩在新生儿专用的羊毛帽

下，是正常的。马修的大脑严重畸形，无法正常发育，胸腔缺乏官能肺组织；马克可

以正常吮吸，为双方供食、呼吸。”（麦克尤恩著.郭国良译，2017:27） 连体婴儿马修

和马克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马克在承担着所有的消化、呼吸的工作来供给他们两

个人。医生断定马修的生命体征在消耗，保守估计活不过6个月。如果不能及时分

离马修和马克，马克的生命也会面临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马修和马克的“关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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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对此有所作为，来维护这对婴儿的生命。

“关怀者”是从他人角度出发，为他人的利益和福祉考虑，对他人主动施与关

怀的人；而“被关怀者”是接受和发出需求的信号的人。作为“关怀者”的连体婴儿

的父母因为其精神信仰而拒绝分离连体婴儿，而此时面临生命威胁的“被关怀者”

马修和马克急需要父母和法官做出伦理选择。同样作为“关怀者”的菲奥娜面临着

艰难的选择和巨大的压力，此时菲奥娜面临的是价值冲突。一边是处于襁褓之中且

急需做出生命抉择的连体婴儿，另一边是连体婴儿父母的精神信仰。在生命和信仰

的反复纠结之下，菲奥娜最终选择了分离连体婴儿，给了马克生的希望。“法律与道

德之间没什么回旋空间，两害相权只能则其轻者。”（麦克尤恩著.郭国良译，2017:29）
在这个案件中马修和马克是没有是非意识的婴儿，决定权落在成年人的手中。最高

法院的法官菲奥娜成为了判决连体婴儿生死的人。菲奥娜通过法律权力挽救了其

中一个婴儿的生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干涉了个体的生命抉择。在面临生命和

信仰的价值冲突之下，我们该如何抉择，这也是麦克尤恩在小说中留给读者思考的

问题。

二、少年姐妹瑞秋和诺拉的教育问题之争二、少年姐妹瑞秋和诺拉的教育问题之争

教育问题是小说中另一个矛盾和冲突之处。瑞秋和诺拉的父母来自伦敦北部

的犹太社区，生活了13年之后夫妻分居，现因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闹上法庭，究其

根本原因是孩子母亲与父亲的价值观念不同。父亲受传统犹太教的影响笃定孩子

们应该去犹太中学上学，“男女分开，时装和电视都不能看，也不允许与拥有这些消

遣的孩童交往。”（麦克尤恩著.郭国良译，2017：11）母亲反对这种教育方式，希望

孩子们可以在混合中学完成学业，多去了解非犹太学生的生活，培养宽容他人的胸

襟。在瑞秋和诺拉的教育案件中，“关怀者”与“关怀者”之间的冲突呈现在读者眼

前。孩子们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孩子就读的问题而起了争执，实质上是教育观念的

冲突。作为当事人的瑞秋和诺拉处在少年时期，生活和教育的决定权在其监护人手

中。而在法庭之上，她们的“关怀者”菲奥娜法官为她们作出决定。法官暂时代替了

父母，替孩子们做出了选择。“关怀者”菲奥娜根据父母和孩子的要求再三思量，最

终同意瑞秋和诺拉在非犹太中学读书，成年之后她们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深造或是

谋求生计。

三、即将成年的亚当的信仰和生命抉择问题三、即将成年的亚当的信仰和生命抉择问题

亚当·亨利是一名即将年满18周岁且患有白血病的少年。亚当从小在父母的影

响和熏陶之下信仰了耶和华见证人教，深谙圣经和教徒规范。亚当的输血案是由医

院递交法院的，医院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建议紧急为亚当输血以挽救他的生命，然

而亚当的父母凯文和内奥米以及亚当本人并不同意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血液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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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华和本质，不能与他人混合，输血是对上帝的玷污。基于案件的复杂性和紧急

性，菲奥娜·迈耶亲自去往医院探望了亚当，坐在了亚当的病床前，委婉地询问亚当

的真实想法。法官菲奥娜的这一非常规举动，彻底改变了他和亚当之间互为陌生人

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是在关系中形成的，”（Noddings，2002：11）菲奥娜的探视

使得她与亚当之间建立起了“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菲奥娜不仅向亚当

开诚布公地分析了他的病情还与他探讨了诗歌和音乐，由此激发了亚当对菲奥娜

的崇拜和迷恋。在亚当输血案件中，亚当的身份特殊，即将年满18岁。按照英国的

法律，年满18岁的成年人享有自主决定权。法庭上，亚当的父母、医院和律师三方针

对亚当的年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中找到了“吉利克能

力”的定义。“吉利克能力”是指未满18岁的自然人在拥有清醒的意识和认知的前

提下，能够对自己的治疗方法作出决定。一直关注着亚当身体状况的菲奥娜，在亚

当的生命和其父母的利益衡量之下做出了给亚当输血的决定。实质上，输血的决定

是否真的有利于亚当的人生发展是未可知的。由于菲奥娜的介入，亚当痊愈之后迷

失了自己的信仰，将菲奥娜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作为身份和地位不同于普通人的

菲奥娜，无法正常回应亚当的请求和表白信件。作为“关怀者”的菲奥娜在亚当康

复之后也并未与其形成良好的关怀关系，间接导致了亚当的悲剧。“关怀伦理主要

关注的是迫切的道德感；为满足周围的人的需要而服务，我们对这些人负有责任。”

（Held，2006：10）从关怀的角度来看，菲奥娜肩负着关怀亚当的责任，但最后却留

下了遗憾。

亚当案件中不同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价值冲突，但产生悲剧的原因却不止

一个，法庭的干涉，父母对亚当的引导的疏忽等都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正如伯纳德·
威廉斯所说这种冲突并不是病态的，而是正常的。冲突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日常

生活之中，身为“关怀者”或“被关怀者”该如何面对这种冲突，是我们要反思的问

题。

四、中年法官菲奥娜失衡的事业和婚姻四、中年法官菲奥娜失衡的事业和婚姻

菲奥娜是《儿童法案》中的核心人物，既是高级法院的法官，也是面临丈夫出

轨问题的中年女人。麦克尤恩笔下的菲奥娜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因为繁忙的法

律事务而推迟了生育的计划，至今也没有成为一名母亲。在小说中，菲奥娜的事业

和生活出现了失衡。一方面，作为儿童利益的守护者，菲奥娜需要以“关怀者”的身

份去协调他人的家庭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对事业的全神贯注引发了菲奥娜与杰

克的家庭危机。在关怀之中，全神贯注意味着关怀的动机转移。换言之，关怀者将

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如何维护他人的福祉之上。菲奥娜对法律案件中的孩子

们施与关怀并不是错误的，但难点在于如何平衡不同的“被关怀者”之间的需求。

杰克也是“被关怀者”之一，但是杰克公开要求出轨的行为也超出了其作为丈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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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和自觉。

处于中年阶段的菲奥娜擅长于反思和回看自己判决过的案件，连体婴儿案件，

瑞秋和诺拉的教育案件以及亚当的输血案件，这些案件都涉及儿童福祉的问题。通

过处理不同案件的价值冲突问题，菲奥娜也在参悟着“关怀”的真正含义。作为法

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去关怀处于冲突中的人，关怀尺度该如何值得深思。

结语结语

本文以关怀伦理的视角洞悉了小说中的人物处于婴儿、少年、成年以及中年四

个不同时期中所面临的价值冲突，以此来表达“关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价值冲突是客观存在且无法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在能力范围内积极地施与关

怀，让他人感受到我们的关怀。关怀虽然不能避免伤害，但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

伤害。小说《儿童法案》中体现的生命与信仰的冲突，教育观念冲突等都为我们思

考关怀的真正内涵提供了思路。

负情感指“丑陋的情感”，是“细微，压抑并引发痛感与不安的负面情感，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文化隐喻和政治指涉”（汪小玲，20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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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Children Act is a new work of Ian McEwan involved in law,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legal decisions of High Court Judge Fiona Maye. The novel carefully depicts 

the conflicts and choices faced by the characters in the four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develop-

ment: infant, juvenile, adult and middle-age. Based on care ethics, this paper aims to an-

alyze the conflict of values within caregivers and between the "one-caring" and the "cared-

for" faced by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n the four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so as to explore 

McEwan's thoughts on ethics. Conflicts exist in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We should face the 

existing conflict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Keywords] [Keywords] Ian McEwan; The Children Act; conflict of values; care ethic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lict of Values 
in McEwan's The Children 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e Ethics
CHEN Ting   SONG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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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礼貌视域下高校危机公关语研究仪式礼貌视域下高校危机公关语研究

一、引言一、引言

公关语是指语言在公共关系领域中的一种职业性、语用性变体，是社会组织

在公关实务中为实现公关目标而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及其产生的言语成品（黎运

汉，1990）。《公关语言艺术》（孙莲芬 李熙宗，1989）作为我国第一部将“公共关系

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著作，成功开拓了公关语言学的新领域，并取

得了初步硕果（胡范铸 金志军，2000）。高校作为教育的重要一环，其发布的公关语

为社会高度重视，具有高度研究价值。在不确定因素环伺的现代社会环境中，高校

危机已从偶发进入频发，危机公关也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积极方式进入了高校管

理的研究视野（黄小熳，2019）。高校危机公关语也是仪式礼貌过程的一部分，因

此，本研究基于仪式礼貌理论（Kádár，2013），以2020年末部分高校因疫情所发出

的公关声明为语料，研究当代中国高校危机公关语的话语特征和语用功能，旨在为

公关语言学研究提供实践参考。

二、公关语及仪式礼貌理论研究二、公关语及仪式礼貌理论研究

公关语的研究属于公关语言学研究范畴。公关语言学总的任务就是解决社会

组织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各种公共关系行为中运用语言过程时产生的种种问

题，着力解决语言沟通的“有效性”问题（黎运汉，1990）。公关语言学本质是语言

学，其研究对象从狭义角度解释是公共关系行为中语言运用的规律和方法，从广

义角度解释是研究以和谐的人文意识来沟通的言语行为，主要有功利性、文明礼

貌性和情感性三个特点。功利性指公关语为实现树立组织美好形象、建立组织和

彭华希①  　刘风光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摘   要：危机公关语在解决问题、避免冲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Daniel Kádár

（2013）的仪式礼貌理论为框架，以2020年末东北某城市高校因疫情封校所发出的危机公关语为

语料，探究当代中国高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公关语的语用特征。研究发现：此类声明多运用指

示语、称呼语和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公关语篇多以赞美语开篇，与和兼具不同语用特点的言

语相结合的结尾语形成有机平衡统一，达到促使高校群体内部和谐、增强高校群体凝聚力的目

的。本研究旨在为仪式礼貌理论的实践应用佐证和借鉴。

关键词：关键词：高校危机公关语；仪式礼貌；群体内仪式

①彭华希，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语用学

②刘风光，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文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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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间良好关系而服务；文明礼貌性指言语行为、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三方面的礼

貌；情感性指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实现公关目的。

学界对于公关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企业领域，如金明鑫（2014）通过

分析个案来观察企业公关语的修辞手段;黄晶（2016）针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网

络舆论发出的危机公关语进行研究。但鲜少有研究将公关语与仪式礼貌理论相结

合。公关语本质上体现了话语发出者与话语接收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本研

究以语用学的仪式礼貌理论为框架，探究高校危机公关语话语特征和语用功能。

2.仪式礼貌理论研究

语用学关于礼貌的研究至今已发展到第三波。从最初Brown & Levinson（1987）
提出的经典礼貌理论、Leech（1983）的礼貌原则等再到第三波Kádár（2013，2017）
仪式礼貌理论研究，对语言交际的解释越来越深入。

群体内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实践（Kertzer，1988）, Kádár（2013）对此进行了较

为具体的研究。Kádár（2013）指出，群体内仪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值得关注的研

究方面，且对于人类社会学等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Kádár（2013）指出：群体内仪式（In-group ritual）是由较小的社交网络所形成

的仪式行为，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方式。在类型学方面，群体内仪式代表了一种不同

类型的仪式实践，可以从一阶视角和二阶视角进行研究。历史学家Muir认为，随着

现代性的推进，仪式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情感吸引力，偏向于解释意思，而不是激

发情感（Kádár，2013）。群体仪式不同于社会仪式，群体仪式只出现在有关系历史

的社区中，与较小群体的精神紧密相连；涉及不同层次的认知，所以被有意识地认

可。群体仪式还具有反应性的意义，它可以通过模仿价值将互动者带入一种高度的

情绪状态，但这也使之在特定的互动中可能会受到限制。尽管如此，仪式是一种表

达社会依赖的方式，群体内仪式具有心理效应，可以增强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团结

（Kertzer，1988），也有助于处理群体内部的潜在问题。

当前，已经有国内学者对仪式礼貌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相关尝试，Daniel 
Kádár（2017）从维护道德秩序角度，深入考察了礼貌、不礼貌和仪式等多维因素之

间的交际关系（陈倩，2018）；宋玉龙、刘风光、Kádár（2020）运用仪式礼貌的理论

对《左传》中的谏政词从多维层面进行研究。

综上，公关语与仪式礼貌存在紧密关系，是一个系统的话语过程。本研究以

2020年末部分高校危机公关声明为语料，研究高校危机公关语的话语特征和语用

功能。

三、研究设计三、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1）高校危机公关语与仪式礼貌具有怎样的关联？

（2）高校危机公关语具有什么样的话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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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危机公关语具有什么样的语用功能？

2.研究对象

2020年末，为应对新冠疫情，中国各高校纷纷发出危机公关声明——“致

高校学子的一封信”。危机公关话语的传播对疫情防控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由于各高校声明有部分重复，所以选择东北某城市7所高校发出的危机公

关声明作为具体语料进行语用研究。

本研究对语料搜集整理，表1为东北某城市高校危机公关语语料统计结果。

                表1 东北某城市高校危机公关语语料统计结果

东北某城市高校危机公关语语料统计结果

高校名称 句子数量/句 字符数量/个
东北某城市高校A 17 1202
东北某城市高校B 47 1935
东北大连某高校C 25 1294
东北某城市高校D 18 857
东北某城市高校E 48 1914
东北某城市高校F 46 1966
东北某城市高校G 43 1508

总数 244 10676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语料从词汇到语篇进行分析。

四、高校危机公关语与仪式礼貌的关联四、高校危机公关语与仪式礼貌的关联

仪式具有表现性价值，因此它是一种公共实践（Kádár，2017）。群体内

仪式具有与社会仪式不同的特征。群体内仪式的历史通常较短，因为当关系网

络不再存在时，在默认情况下群体内仪式就会消失。但一个群体的仪式也可以

是持久的，如果不断增加关系历史，它会成为一个更复杂和无标记的实践的群

体（Kádár，2013）。自从网络普及以来，其便利性与高校群体不断变化的特殊

性导致关系历史不断增加，因而高校危机公关语成为长期的群体内部实践。

首先，高校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其行为均与高校内部群体有关，

即为组织内部服务。高校危机公关语作为高校对于群体内部发出的一种公开形

式的言语行为，相当于是高校面对高校群体的、涉及高校群体不同层次（如老

师、学生、家长等）的、公开形式的群体内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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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高校危机公关语作为为高校群体内部服务的言语行为，同时也作为

公关语，目标是实现语言沟通的“有效性”，有利于高校塑造形象，并与高校

不同层次的群体建立良好关系。仪式是我们表达社会依赖的一种方式。在仪式

中，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情感的参与，进而促进社会团结（Kertzer，1988）。高校危

机公关语符合仪式礼貌理论中群体内仪式所具有的心理效应，即促进团结，解

决潜在问题。

公众期待仪式的发生（Kádár，2017），而高校危机公关语也是面对危机时高

校群体所期望发生的一种仪式。因此，本研究认为高校危机公关语是针对群体

内部发出的，涉及不同层次、且促进群体内部和谐，具有一定积极效应的群体

内仪式。因此，运用仪式礼貌理论研究高校危机公关语具有可行性。

五、高校危机公关语的仪式礼貌话语特征五、高校危机公关语的仪式礼貌话语特征

高校的危机公关语属于高校的群体内仪式，高校高层和师生属于群体内的

认知不同的两个层次，且高校的这种仪式不同于政府公告文件，只针对群体内

部，不具有上升到社会仪式的性质。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语料从词汇到语篇进行分析，得出

高校在公共卫生危机情况下的公关语将指示语、称呼语和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

词融入开篇语和结尾语中，达到促进高校师生群体内和谐，加强高校群体内部

凝聚力的目的。群体内仪式具有潜在复杂性（Kádár，2013），高校危机公关

语作为高校的群体内仪式，通过运用不同的言语手段，一方面表达自身立场，

使工作得以贯彻，另一方面又起到抚慰高校群体的作用。

1.词汇层面

本研究针对语料中指示语、称呼语和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的出现频次

进行统计，其中指示语、称呼语和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在语料中出现频次较

高，表2中对语料中引用相同文章的内容未重复计数：

    表2  东北某城市各高校2020年末危机公关语中特定表达的出现频次

 
  
 

           

种类 频次

指示语 139
称呼语 17

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 28
合计 184

由表2得出，以上表达类别指示语出现139次，频次最高。具体情况如下：

（1）指示语

指示语在语料中出现频次较高，具有明确指向作用。面对面交际中，参与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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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空间和物理距离，比如眼神、身体移动等来表明彼此之间的参与角色，但网

络交际中这些因素的缺失会影响角色定位（Rosenbaun et al .，2016）。因此，指示语

作为高校危机公关语的一部分，其指向作用尤为重要。根据指示语的种类，本研究

进行更加细致的统计：

                           表3 高校危机公关语中指示语出现频率

             

高校危机公关语中指示语出现频率

出现频率/次
人称指示语 131
地点指示语 8

合计 139

表3中人称指示语在语料中出现最多，占据主要地位。而因为高校危机公

关语是针对高校群体的群体内仪式，地点不具备多样性；公关语的主要内容也

与地点无关。因此，地点指示语在语料中鲜少出现。

通过对人称指示语的统计（见表4）发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人称指

示语的使用频率远远超于第三人称。说明高校危机公关语作为高校群体内部仪

式具有对象的单一性。此处对象的单一性指高校群体具有单一性，而高校群体

层次具有多样性，如：教师层次，学生层次，高校管理层等。

表4 高校危机公关语中人称指示语出现频率

             

高校危机公关语中人称指示语出现频率

人称指示语 出现频率/次 占比

第一人称 51 38.93%
第二人称 78 59.54%
第三人称 2 1.53%

合计 131 100.00%

第一人称的使用可以将读者代入语境，增进与读者的距离。例1中，“我们”作

为第一人称指示语在一个句子中出现2次。既明确学校和读者均是高校群体的一致

关系，拉近了双方距离，也起到安抚读者情绪的目的。

例1：我们坚信：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我们全校众志成城、攻克时

艰、坚守岗位、担当作为，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校园疫情防控阻击战！（东北某城市高

校A《致全校师生的一封信》）

第二人称的使用可以明确读者身份，快速推进视角并将读者代入指示中心。在

例2中，“您”是一种敬称，在快速明确读者“家长”身份的同时，又能让读者感受到

来自校方的尊重和重视。而第二人称指示语后随之出现的第一人称“我们”，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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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移情的作用，将距离再次拉近。

例2：亲爱的家长们，感谢您在这场全民抗击疫情的特殊战役中，与我们并肩

守望、共同担当，教育引导孩子们科学防疫，呵护孩子身心健康……（东北某城市

高校C《致“莲子”和家长们的一封信》）

汉语在语用——语言方面的移情充分表示在指示语的应用上（何自然，1991）。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指示语在高校公关语中的灵活使用使读者在不同的指示中心

切换，明确身份表示态度又尊重对方拉近距离，是高校危机公关语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第三人称指示语要比第二人称指示语体现的社交距离大（冉永平，2007），

还会起到语用离情的作用，因此在语料中很少出现。

（2）称呼语

适切的称呼语既能够体现作者的身份，拉近和读者的距离，以东北大连某高

校C的声明为例：

例3：亲爱的“莲子”，尊敬的家长们

今天，封闭在校的“莲子”们就是守护校园安全、大连安全、辽宁安全、国家安

全的一名“战士”。（东北某城市高校C《致“莲子”和家长们的一封信》）

在例3中，我们可以发现“莲子”、“战士”的称呼语。其中，“莲子”具有着丰富

的含义。

莲子，首先是莲花之子，有未长熟的孩子之意，体现高校生是需要保护的孩子；

其次，“莲”取谐音“连”，同“大连”和该高校校名中的“连”，说明该高校的学生

既是该市也是该高校应该保护的珍宝。群体内仪式使用的是在给定的关系网络中

已被约定俗成的词汇项（Kádár，2013）。“莲子”一词在该高校已经成为了代表学生

的约定俗成的称呼语。体现了高校学生不仅是本校，更是社会珍视和关注的群体，

拉近高校和学生的距离。

“战士”体现出在疫情面前，人人有责。高校学生为了疫情，众志成城，体现出

当代大学生的风貌，具有战士的品格。“莲子”和“战士”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既

能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关爱，又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同时，亲切而又郑重的称呼

可以调动听话人积极的情绪状态，拉近学生和学校的距离，体现群体仪式的心理

效应，促进高校群体内部的和谐。

此外，在多所高校公关语内容中，互文手法的使用比较常见。如在语料中引用

东北某城市高校G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话语：

例4：作为一名老辅导员，我非常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生活从来都是这

样，总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东北某城市高校G《给大学生朋友们

的一封信》）

信中使用“老辅导员”的自称，树立了具有威信却距离学生很近的辅导员角

色。一方面拉近作者和读者的距离，加强了学生对于高校工作的理解，提高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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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运用德高望重的老师的话语也体现学校面对危机的高度

时的角色定位。这种互文手法的运用使文章内容更加丰富、表达更加深刻，有利于

加深读者印象。

（3）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

除了指示语，如“坚信”“相信”“坚定”等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在语料中出

现频次也较高。群体内仪式的表现有助于应对危机情况（Kádár，2013），表达信念

的动词和副词既能体现出高校面对危机时的坚定立场，也具有促进高校群体内部

和谐的作用。本研究针对二者出现频次做以统计，语料中引用相同文章的内容不重

复计数：

    表5 东北某城市高校2020年末危机公关语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出现次数

    

词性 词语 出现次数 百分比

动词

相信 4 14.29%
坚信 3 10.71%
坚持 1 3.57%
坚定 2 7.14%
合计 10 35.70%

副词

一定 8 28.57%
坚决 9 32.14%
必须 1 3.57%
合计 18 64.28%

合计 28 100.00%

表示信念的词在群体内仪式中的运用有利于缓解冲突，促进群体内仪式的心

理效应。由表5可以看出，在动词中，“相信”“坚信”在语料中频繁出现。动词的选

用，是语言艺术化的重要手段。“相信”和“坚信”作为动词能够渲染情绪、带动气

氛。例1中，“坚信”的使用成功渲染了疫情期间人心团结的强烈情绪，使读者能够

怀着热血奋进的情绪被带进语境，促进群体内部和谐。“坚信”本身表达肯定状态

的性质也再次加强了该动词的语用功能。

副词多起到修饰作用，能够准确说明事物，用于抒情和议论中能够突出感情

和观点。表5显示出“一定”和“坚决”在高校危机公关语中多次使用。同样是例1，
后半句中出现的“一定”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件事做出了准确的修饰。“一

定”本身表达肯定状态的性质与前文的动词“坚信”相叠加，再次加强语气，达到

激励读者、促进高校与师生团结和谐的目的。

而相较于这类具有肯定状态的词语，“希望”这个语气较弱的词在语料中只出

现了一次，更加体现出危机公关语中具有表信念词语频繁出现的语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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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机公关语中主要话语特点及仪式礼貌模式

从言语行为与语篇层面，通过语料分析发现开篇多为赞美语，结尾语语气更为

严谨正式。赞美语多作为开篇语奠定文章基调，而正式的结尾语多与前文提到的

表达信念的动词和副词相结合。

（1）赞美言语行为

赞美语运用于言语交际，属于话语层面上的礼貌，是结合特定的语境因素而

推断出来的现实礼貌，受到情景、社会、文化、认知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制约（王娴

贤，2010）。而将赞美语运用到高校危机公关语中，属于一种仪式礼貌，也是现代礼

貌的一种。夏中华在《语用学的发展与现状》（2015）中指出：“现代礼貌的功能主

要是调节人际关系，促进交谈的融洽和谐，消除交际双方的摩擦和对抗，促使交谈

在合作的氛围下进行。”本研究针对语料中含有赞美言语行为的句子数量进行了统

计，并计算出其在相应语料总句数中的占比：

表6  各高校危机公关声明中赞美语出现频次

    

高校名称 赞美语数量/句 声明总句数 占比

东北某城市高校A 3 17 17.65%
东北某城市高校B 2 47 4.26%
东北某城市高校C 3 25 12.00%
东北某城市高校D 2 18 11.11%
东北某城市高校E 2 48 4.17%
东北某城市高校F 3 46 6.52%
东北某城市高校G 2 42 4.76%

平均数 2.4 35 7%

在表6中，赞美语在每一篇声明的平均占比只有7%，但是多出现在公关语前半

部分，在文章开头奠定平和的公关气氛，也使文章的语气保持在一个恰当的“度”

上，避免文章语气太过温和。因此，赞美语作为促进和谐的重要手段，虽然出现密

度不大，但是多作为烘托气氛、奠定语篇基调的开篇语，在高校危机公关语中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声明中：

例5：岁末回望，感恩同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向全体师生员

工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知重负重、无私奉献的教职员工们致以

崇高的敬礼！为识大体顾大局听指挥守纪律的亲爱的同学们点赞！（东北某城市高

校D《风雨同舟，同心同行——致全校教师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书》）

例6：更让人感动的是，全市广大青年学生克服了诸多困难，即使是假期临近，

大家依旧听从指挥，在校园等待可以离校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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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赞美和感谢之意的部分可以看作是群体内部仪式祝贺的部分，一个祝贺

仪式的人际效应可以通过轻柔和较特殊的韵律以及其他的人际行为来加强，这些

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中被认为是合适的（Kádár，2017）。

人们期待着仪式的发生（Kádár，2017）。上述两个例子用十分亲切关心的话语

赞美高校为应对危机而付出的师生们，同时也赞美那些为了社会大爱而成为志愿

者的师生们，满足了高校群体应对危机时的期待。除赞美之外也表达了高校对于

师生的感谢之意，不仅烘托平和团结的气氛，还能增进师生和学校的关系，促进危

急关头高校内部的和谐团结。例5中多处使用感叹号加强语气，体现了学校的重视，

积极促进高校各方关系，有利于增强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学生的配合性，拉近师生和

学校三方距离。例6的语气更加温和，指出现实高校学生的状态，有利于读者代入

角色，奠定文章情绪基础，消除校方和师生的误会与摩擦，让公关语篇总体气氛更

加和谐。

（2）结尾语

在语料中，大部分的结尾语都语气正式。但是在同样的句子中经常会出现生活

中较少用到的、会被认为不严谨的、表坚定信念的词语。这并不意味着公关语的措

辞不严谨，正相反，这种表信念的词与人称指示语或称呼语相结合用在结尾语中更

能表达声明方的重视，提高读者的信心，树立声明方的威信。三者相结合发挥出令

人惊喜的效果。

例1的结尾语将表信念的词语如“坚信”“一定”与人称指示语“我们”相结合

融入句子中。强烈的肯定性和人称指示语的代入性能让读者感受到官方的权威和

重视，树立威信；同时让读者感受到自己也是高校群体的一员，从而坚定信心，积极

配合各项工作。结尾的感叹号再次加强语气，达到辅助效果。作为结尾语，这种带

有强烈情感和激励性质的话语能加深读者印象，在潜意识的帮助下达到更好的语

用效果。

例7：“莲子”们，家长们，面对疫情，我们必须众志成城、坚定信心……绝不能让

来之不易的成果前功尽弃！（东北大连某高校C《致“莲子”和家长们的一封信》）

上例同时运用了“莲子”的称呼语和“坚定”“绝”这两个词。既能表达立场拉

近距离，又能加强语气激励读者。

（3）开篇语与结尾语

多为赞美语的开篇语与结尾语相结合，不同风格的语用特点使得公关声明语

言流畅内容丰富，也使语言的前后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开篇赞美，拉近和读者

的距离、代入读者情绪；结尾激励展望，鼓励读者、促进团结；二者缺一不可，相辅

相成，避免了头重脚轻或者是头轻脚重的语用失误，是一种高校危机公关语的明

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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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六、结语

高校危机公关语作为应对危机安抚大众的重要方式。本研究在明晰高校危机

公关语和仪式礼貌关联性的基础上探究高校危机公关语的话语特征和功能，采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针对语料从词汇到语篇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高

校危机公关语是针对群体内部发出的，涉及不同层次、且促进群体内部和谐，具有

一定积极效应的群体内仪式；（2）高校危机公关语中多出现群体内部的人称指示

语、称呼语和表信念的词汇；（3）公关声明多以赞美语开篇，结尾语多与和兼具不

同语用特点的言语相结合，使得公关语语篇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的同时促进了群

体内部的和谐和团结，该仪式被有意识地认可。本研究为仪式礼貌理论的实践应

用佐证和借鉴。为公关语语言学与语用学的研究带来新思路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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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plays a vital role in solving problems and avoid-

ing conflicts. Based on the Ritual Politeness Theory proposed by Daniel Kádár(2013),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in contem-

pora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by using the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issued by universities in Dalian due to the closure of schools 

because of the epidemic in 2020 as the corpus. It is found that such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mostly uses deixis, address forms, and verbs and adverbs expressing beliefs. This 

discourse of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usually begins with praise, and meanwhile 

ends with different words combining with different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form an 

organic balance and unity with the beginning discourse. So that it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harmony within the group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hesion of the grou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evid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itual Politeness Theory.

[Keywords] [Keywords]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Ritual politeness; 

In-group ritual

Study on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Polit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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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缘》中叙述者与读者层面的《半生缘》中叙述者与读者层面的
会话含义探析会话含义探析

一、引言一、引言

张爱玲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刻画十分突出，因长篇小说《半生缘》在创

作过程、小说选材以及人物设定等方面，被认为是张爱玲作品中最独特的一部

（Yang, 2011），因此，有必要对该作品中书写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已有一些

学者对小说《半生缘》中女性形象进行相关研究（Yang, 2011；Xu, 2019；Guo, 
2020），但仅有Yang（2011）基于会话含义理论视角，从人物间互动关系探究

《半生缘》中女性形象特点。然而，该研究缺乏更高层面或其他视角的解读。

鉴于此，本文以格莱斯理论为框架剖析《半生缘》，试图通过叙述者、读者和

文学语篇之间的互动关系解读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旨在进一步丰富文学

语篇解读研究。

二、理论框架二、理论框架

合作原则由格莱斯于1976年提出，该原则指出交际双方应该遵循合作

原则，才能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合作原则（CP）包括四大准则及其次准则

(Grice, 1989)：（1）量准则：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是交际所需的，且不多也不少。它

包含两条次准则：a. 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是交际所需的；b. 所提供的信息不应该

沈思思①  　孙冰宇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摘   要：文学语用学作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为文学语篇分析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本研究以格莱斯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为框架，试图从叙述者与读者互动层面挖掘张爱

玲小说《半生缘》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特征。研究发现：《半生缘》中对三位女性悲剧形

象的刻画尤为突出，小说揭露了顾曼桢生活上节俭朴素、顾曼璐身世的可怜与性格的自

私、以及石翠芝在爱情上的无助，且她们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表达了张爱玲对封建时

期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本文突破传统文学研究，从叙述者与读者互动层次出发并将语用

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文本分析，旨在为我国文学作品赏析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文学语用学；会话含义；叙述者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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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交际所需。（2）质准则：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是真的，或信以为真的。它包括

两条次准则：a. 不要说自以为是虚假的信息；b.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信息。

（3）关系准则：所提供的信息要相关。（4）方式准则：所提供的信息要清楚明

白。它包括四条次准则：a. 避免晦涩；b. 避免歧义；c. 避免啰嗦；d. 要有序。

虽然合作原则的提出最初是用于解释日常交际，但文学语言也属于言语交

际行为的范畴。关于会话含义理论，国内主要是从人物间互动关系出发研究语

篇，较少通过叙述者与读者互动关系更近一步探讨文学语篇特点（Liu & Li，
2014）。据此，本文以张爱玲的代表作品《半生缘》为语料（Zhang，2012），

从叙述者与读者互动关系出发，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张爱玲小说语篇中的女性

形象特征，有利于读者对小说更深层次理解和弥补前人研究不足。

三、基于会话含义的文学语篇分析三、基于会话含义的文学语篇分析

1. 对量准则的违反

（1）省略。叙述者未交待细节内容，为后文埋下伏笔，引发读者悬念。

如：

例1：话说到这里，已经到了她那个秘密的边缘上。

在曼桢与世均对话后，世均更加对曼桢充满好奇。叙述者省略了顾曼桢姐

姐舞女的身份，违反了量准则，引发读者对曼桢“秘密”的各种猜想。

（2）重复。多次叙述某一场景或故事人物，突出人物特点或主题。如：

例2：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色布罩袍；她今

天仍旧穿了件深蓝色旗袍；她永远穿着一件蓝色衫。

叙述者多次重复叙述曼桢总是穿蓝色衣服，虽违反量准则，但还原了当时

年轻女性衣着特点，能够帮助读者对人物形象进行感知。而且，重复的服饰描

写揭露出她家庭并不富裕和生活上的节俭，此外，从小说后文来看，曼桢穿并

不艳丽的衣服也有可能是为了自保。

2. 对质准则的违反

（1）运用修辞。运用修辞手法能突出文学表达效果。常见的修辞有暗

喻、拟人、夸张、联想、矛盾等。如：

例3：在下午的阳光中，只听见那略带睡意的声浪，此外一切都是柔和的

寂静。（拟人）

叙述者将机器的声音拟人化，违反了质量准则，显示出舒适的生活环境易

于曼璐养病，但后续的假生病却成为曼璐欺骗曼桢的阴暗招数，为后文对曼璐

自私狠毒的形象刻画埋下伏笔。

例4：曼璐一个人在房间，眼泪便像抛沙似的落了下来。（夸张）

曼璐在跟豫瑾（初恋）交谈后，发现他否定了他们曾经美好的爱情，曼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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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伤心。叙述者用“抛沙似的”夸张的修辞来形容曼璐的眼泪，深刻地表现

了她对豫瑾的失望和对自身命运的悲伤。

例5：在小说结尾，在一片笑声中，翠芝却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

（矛盾）

叙述者在结尾用“凄凉”修饰“胜利与满足”，通过矛盾修辞法将语义相

反的词语组合在一起，违反了质量准则，却凸显了翠芝错过淑惠和未能主动追

求爱情的无奈无助，间接揭示了这几对年轻人虽然相爱但仍旧错过的悲剧，引

发读者对他们婚姻的更深层次思考。

（2）刻意误叙。叙述者先陈述不符合客观的事实，后在叙述中更正，巧

妙揭露人物形象特点和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如：

例6：母亲她出主意的时候，大概决想不到她（曼璐）会想到二妹身上。

她不禁微笑。曼璐这微笑是稍微带这点狞笑的意味的，不过自己看不见罢了。

叙述者先叙述事情不会发生——曼璐不会利用自己的亲妹妹替自己生孩子,
但这与现实相反，因为紧接着叙述者叙述曼璐有要害妹妹的阴暗想法，前后相

反的叙述揭示了曼璐的自私和对妹妹的嫉恨（Guo，2020），也为后文曼桢被许

鸿才强暴的悲剧埋下伏笔。

3. 对关系准则的违反

对关系准则违反的体现是叙述者叙述与上文不相关联的内容，促进读者对

小说内容的逻辑思考。如：

例7：她（曼桢）说是这样说着，却多少有一点惆怅……曼桢有这么个

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看，以为它是世界上最最好

的……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

曼桢在照相回来的路上遗失了一只红手套，世钧深夜独自找寻手套并归还

手套。叙述者的“一点惆怅”表明了曼桢因丢失手套而伤心，紧接着叙述了多

年后世均对曼桢性格的评价，看似无关，其实补充说明了曼桢对喜爱之物的珍

惜，同时“他曾经是属于她的”暗示了曼桢对世均的爱慕。

4. 对方式准则的违反

（1）叙述歧义。叙述者叙述的文字可能有多重意思，给读者更多猜想空

间，并引发读者对小说人物的深层理解。如：

例8：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

一部分。（心理描写）

叙述者对世均的心理描写可能会让读者产生歧义。这份爱情可能指世均与

翠芝间的爱，因为世均与妻子相处达14年之久，也可能指世均很早之前爱上曼

桢，这种爱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给读者更多猜想空间，引发读者对曼桢

和翠芝命运结局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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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乱顺序。叙述并非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而是从小说刚开始跨度

到多年后，激发了读者对小说内容的想象。如：

例9：她（曼桢）是这样说着，却多少有点怅惘。顾曼桢这种地方是近于

琐碎而小气，但是世均多年后回想起来，她这种地方也还是很可怀念。

叙述者并没有按照情节发展顺序，而是穿插多年后世均对曼桢的评价，“怀

念”似乎暗示着二人终将错过，为读者对小说人物发展提供想象空间。

四、结语四、结语

本文以格莱斯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为框架，从叙述者和读者互动层面

分析文学语篇，深入剖析张爱玲的《半生缘》。研究发现，小说对女性悲剧形

象的刻画尤为突出，顾曼桢在生活上节俭朴素、顾曼璐身世可怜且性格自私、

以及石翠芝对爱情的无助，侧面揭示出张爱玲对封建时期女性不幸命运的同

情。本文不仅进一步验证了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还可为其他文学语篇解读

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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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s a new paradigm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research, literary pragmatics pro-

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literary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Grice's Coopera-

tion Principle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emale 

image characteristics portrayed in Zhang Ailing's novel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the reade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ortrayal, of the three female tragic images, wa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he fiction. The 

novel reveals that Gu Manzhen's frugality and simplicity in life, and Gu Manlu's pitiful life 

experience and selfish character, and Shi Cuizhi's helplessness in love, and they all did not 

escape the tragic destiny, which shows Zhang Ailing's sympathy for the unfortunate women 

in feudal period. The article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pplies 

pragmatic theor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from the interaction level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the reader. This aim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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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言 “凡尔赛文学” 传播规律网络流行语言 “凡尔赛文学” 传播规律
分析：模因论视角分析：模因论视角

一、引言一、引言

“凡尔赛文学”是一种流行语文体，通常指话语发出者通过不直白的描述、轻

描淡写的语气和言辞，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方式表达出某一个特定话题或某个细

节，展示自己生活的高端或表达自己的优越感的同时，还要表现出苦恼的态度，(郑
玥滢，2021; 杨乐，2021)现在多用于调侃。其特点为：先抑后扬，明贬暗褒；自问自

答；灵活运用第三人称视角。(郑玥莹，2021; 朱红红，2021) 
“凡尔赛文学”在2020年火爆网络。微博平台上，“凡尔赛文学”相关话题、

超话等的访问次数达到9.8亿次，参与讨论人数达到21万，且这一数据还呈增长趋

势。2020年12月4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中，“凡尔

赛文学”位居其中，而“凡尔赛文学”这一词条也成为当年最为流行的热词之一。

“凡尔赛文学”最初起源于微博博主小奶球对于周围人炫耀高档生活的吐

槽。“凡尔赛”一词是小奶球最初给这一文体提出的命名，其灵感来自漫画《凡尔赛

玫瑰》，由于这部漫画围绕法国奢侈华丽凡尔赛宫展开，画风华丽、人物设定高贵，

所以 “凡尔赛” 一词被名词活用为形容词，代表高贵华丽的生活。“文学” 一词原

指正式的文体、体裁，放在这里，有“大词小用”的反讽、调侃之意。

娄建霄①  　薛　兵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摘   要：以 “北大也还可以” 为代表的 “凡尔赛文学” 自2020年起成为网络流行语，并逐

渐渗透到人们实际交际的语言使用中。本文从模因论的理论视角下，探讨“凡尔赛文学”

的传播、功能变化过程及原因。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环境对“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复

制、传播、扩散、变异等发展阶段有较大影响。社会环境可以影响模因宿主的态度，影响

其他与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或变异相关的社会因素。此外，社会环境对于语言模因的功

能变化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其良性影响及

意义可以得到有效扩大，有利于保持良好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凡尔赛文学”；模因论；语言模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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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网络流行语言，“凡尔赛文学”普及范围较广，影响较大，逐渐从网络渗透

到人们实际交际语言的使用中。因此，自其兴起之时，对“凡尔赛文学”的研究就逐

渐展开。学者们从传播学、修辞学、心理学等角度，对 “凡尔赛文学” 这一现象及

其传播、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郑玥莹，2021; 沈天洁，2021; 王馨艺 严宇

桥，2021)。
而从语用学角度对“凡尔赛文学”相关话题的探讨和研究也不断展开。自2021

年3月到5月，中国知网(CNKI)上已经出现了3篇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凡尔赛文学”进

行探究的文章。杨乐焦距于对“凡尔赛文学”的话语发出者语用预设的分析，在文

中，她从“凡尔赛文学”的构成特点、语用预设的策略、语用功能角度进行剖析，并

结合社会心理视角，对“凡尔赛文学”出现及流行的原因进行具体阐释。朱红红基

于会话含义理论，探讨“凡尔赛文学”交际意图的实现路径。马梦成则依托迷因理

论，对“凡尔赛文学”迷因的生成与传播机制以及传播扩散的动因进行分析。

但随着“凡尔赛文学”不断传播，其功能、作用逐渐发生了改变，现在 “凡尔赛

文学” 多为一种时尚的表达方式，被用于调侃、以及推动事物传播、普及的方式，

其功能有了更多正向、积极影响。作为一种网络语言，“凡尔赛文学”符合语言模因

特征，其传播过程、原因符合模因论相关内容。因此，本文拟从模因论视角，对“凡

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因进行分析。

虽然马梦成已经依托迷因理论（即模因论）进行分析，但其研究还存在局限。

其论述虽然较为完整地还原了“凡尔赛文学”兴起初期的传播、流行过程，并对其

影响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但只关注到了“凡尔赛文学”较为消极的用法和影响，未

关注到“凡尔赛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变异，特别是其产生的积极影响

以及功能上的变异。

综上，本文将从模因论视角，分析“凡尔赛文学”传播、功能变化的过程和原

因。

二、模因论二、模因论

模因(meme)一词最早由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在书中，Dawkins提出一个新观点——进化并非完全受物种所

驱使，也非完全受个体组织所驱使，更多的，进化是复制因子带来的结果。生物学

上的复制因子指基因，而社会文化角度的复制因子，Dawkins将其命名为模因。根据

Blackmore的定义，模因通常指“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的信

息单位”。根据这个定义，只要是经过模仿而传递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模因。“凡

尔赛文学”正是通过被模仿而得到传递，而模因论也为分析模因的传播提供了视

角。

语言是语言模因的载体之一，而语言形式本身也可能成为模因(何自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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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模因的定义，何自然将语言模因定义为：携带模因宿主意图，借助语言结构，以

重复或类推的方式反复不断传播的信息表征。(何自然 陈新仁等, 2014) “凡尔赛文

学”这一网络语言是一种有固定表达方式的文体，其内容丰富多样，但形式基本固

定，得到大范围的传播，且其宿主在传播过程中带有自己较为明确的语用态度，属

于表现型语言模因。

1．语言模因的主体性

语言模因具有主体性。(何自然, 2014) 从其进化规律看，语言模因的进化基于

2个方面的动力。一是其本身的规律，即语言模因需要想办法储存在宿主A的大脑

里，并要完成从宿主A复制、传播自己到其他宿主脑中；二是语言模因宿主的能动作

用——语言模因宿主带有自己的意向，且在传播时需要顺应特定的社会环境，有效

使用语言，否则，模因无法得到有效传播。

根据李捷和何自然(2014)的论述，宿主的种种意向可被归为语用态度。美国心

理学家Allport (1935)认为，态度是现代社会最具特色、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李捷和

何自然也讨论过语言模因在复制传播过程中模因宿主所抱有的三种语用态度——

肯定、否定、中立。而不同的语用态度也会影响模因的复制、传播过程及其功能变

化。如，肯定态度可以反应宿主对模因支持、赞成及喜欢的倾向，会带给人积极向

上的心理感受；而否定态度则体现了宿主对模因表达的时间有不赞成、不支持的倾

向，情感上表现为困扰、无奈、不爽、讨厌或排斥。(李捷 何自然，2014)
2. 强势语言模因

何自然提出，按照模因的传播范围、复制强度和存活率等特性，李捷、何自然等

又将语言模因分为强势语言模因和弱势语言模因。强势语言模因指具有高保真度、

高复制率、存活时间长等特征的语言或话语单位。弱势语言模因的相关特征则与

强势语言模因相反。(李捷 何自然 霍永寿，2011)从“凡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因出

现至今，人们对其仍保持着极高的使用范围和频率，且“凡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

因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具有较高的保真度，符合

强势语言模因的特性。

三、语言模因“凡尔赛文学”的传播分析三、语言模因“凡尔赛文学”的传播分析

作为语言模因，“凡尔赛文学”的传播符合模因论规律，以下将从“凡尔赛文

学”语言模因的形成条件、及稳定的“凡尔赛文学”强势语言模因2方面对语言模

因“凡尔赛文学”的传播进行分析。

1. “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形成条件

一个语言模因需要满足一定的形成条件，才可以得到传播。语言模因的形成和

产生须满足一定的内部、外部条件。内部条件是指语言模因自身所应包含和具有的

条件，从模因语言载体的形式特征上看，模因载体应具有易学性、经济性、能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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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因语言载体的语用特征上看，模因载体应具备实用性、形象性、时尚性、权威

性特征。(何自然 陈新仁等, 2014)以下将结合“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形成过程、

条件进行具体论述。

（1）“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内部条件

最初的“凡尔赛文学”来自于微博博主小奶球的吐槽。这种用轻描淡写的手法

来炫耀财富和成功的文体具有极强的创新性，特别是在“凡尔赛文学”相关话题微

博登上微博热搜后，这种表达方式一度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符合语言模因内部

条件的时尚性特征。该模因的载体，即“凡尔赛文学”先抑后扬、明贬暗褒、自问自

答的文体，简单易学、较容易被复制，故能产性高。 
同时，这种文体可以形象地表达出说话者看似谦虚实则炫耀的目的，截至目

前，尚未有像“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一样可以形象表达说话者低调炫耀目的且广

为流行的语言模因。因此，“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还满足了实用性、形象性的特

征。但以上特征并不能使“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在内部条件层面明显优于其他语

言模因，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想要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还

需要权威性这一内部条件的帮助。

2021年1月，哔哩哔哩网站上，一则名为“来感受一下歼20总设计师杨伟院士的

凡尔赛文学”的视频得到了广大关注，达到了207.1万次观看。视频中，杨院士以轻

松的口吻给大家讲述了他中学时期优异的成绩，以及15岁考上了大学的故事，其言

语符合“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表征。

作为国家新一代战斗机，歼20飞机因为其性能优越，被众多官方媒体大量报

道。而其总设计师杨院士也自然而然地受到关注。杨院士是出现在官方媒体报道

上的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相较于明星等公众人物，受到官方媒体正面报道给予杨

院士一种相对特殊身份，而这种身份也带给他一种权威性。作为“凡尔赛文学”语

言模因宿主，随着这条视频的传播，杨院士的权威性也一定程度上赋予“凡尔赛文

学”这一语言模因权威性。

综上，“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拥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条件，为其得到有效传播

奠定了基础。

（2）“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外部条件

一个语言模因得到复制、传播，既需要满足一定的内部形成条件，也需要满足

一定的外部形成条件，包括相关背景事件的凸显度、公众心理表达的需求度、大众

传播媒体的感召度、整体社会空间的容忍度等。(何自然  陈新仁等, 2014)
1）相关背景事件的凸显度、大众传播媒体的感召度的相互作用

在网友“蒙淇淇77”的“凡尔赛文学”相关内容微博登上热搜后，“凡尔赛文

学”语言模因迅速在大众中得到普及。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平台，微博拥有一定

的感召度。相较于整个微博平台，微博热搜对于大众的感召度还会更高一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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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方面，在网友“蒙淇淇77”的微博登上微博热搜时，对公众而言，这条热搜的

标题会吸引公众浏览，增大了该事件在公众中的凸显度。另一方面，微博热搜也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相关背景事件的凸显度。

然而，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时代，信息传播更新速度极快，相关事件的凸显度如

果仅凭一条微博热搜，并不能持续很久，公众人物效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蒙淇淇77”的微博能够登上微博热搜，离不开公众人物，如一些有较大影响

力的自媒体博主@娱大蜀黎等的转发，促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公众人物效应对

于“凡尔赛文学”的传播、扩散的影响不止于此。这里以央视知名主持人撒贝宁为

例进行进一步阐述。

自“凡尔赛文学”登上微博热搜后，网友开始在过去的影视及电视节目中寻找 
“凡尔赛文学”的影子，部分网友发现，撒贝宁在多年前一档节目中的言辞符合“凡

尔赛文学”的语言特征，于是纷纷进行了剪辑，发布到互联网上。其中，最为知名的

一个应该是撒贝宁在谈到自己报送北大的事情，具体如下：

“我北漂和大家北漂不太一样，因为我是被迫北漂。我不是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因为是保送北大了，所以我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很纠结：你看，去吧，那么

远，远离家乡、亲人、小伙伴；但不去呢……北大也还可以。” 
作为知名主持人，撒贝宁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视频一出现在互联网上，就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和转发。自此，“北大还行”成为了“凡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因的又

一典型案例，而“凡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因，也借助撒贝宁的公众人物效应，得到

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部分网友还发现，撒贝宁在主持和参加过往节目中，经常使用这种以轻描淡写

的方式进行炫耀的文体进行言语表达，于是又将撒贝宁在其他节目中使用的这种

符合“凡尔赛文学”特点的语言进行合辑整理和剪辑，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以“撒

贝宁”“凡尔赛”为标题的视频，在微博、哔哩哔哩等自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借助撒

贝宁的影响力和热度，“凡尔赛文学”这一模因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散。

同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星，如鞠婧祎等，在微博上参与了“凡尔赛文学”创作，

作为拥有较多粉丝群体的公众人物，一方面，这些明星的参与让更多网友认识了“

凡尔赛文学”这一概念；另一方面，这些明星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他们粉丝

的模仿，从而促进了该模因的进一步扩散、传播。

这种公众人物效应一方面促进、加深了“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相关事件的背

景凸显度；另一方面，这种效应的产生也依赖于微博这种大众传播媒体的感召度。

这2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得到不断复制、

传播。

2）公众心理表达的需求度、整体社会空间的容忍度

除了上文提到的相关背景事件的凸显度、大众传播媒体的感召度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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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心理表达的需求度和整体社会空间的容忍度也是“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重

要外部形成条件。

“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最初产生之时，是用轻描淡写的手法来炫耀财富和成

功的文体，具有极强的创新性，满足了广大网友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且无论是希

望通过这种表达来炫耀，亦或是其他动机，公众的种种心理表达需求都可以通过

这种语言模因形式得到满足。

因此，部分网友开始展现出对这种语言模因的兴趣——关注甚至尝试进行复

制模仿，对该语言模因持积极态度；而博主小奶球在豆瓣专门建立了一个“凡尔赛

文学”写作小组，则更大程度地促使对“凡尔赛文学”感兴趣的网友纷纷加入、聚

集，并开始大量复制、模仿这种文体，写作该类语句、语篇，促进了该语言模因初期

的生成和传播，也为其登上微博热搜奠定了基础。

同时，互联网是一个容忍度较高的虚拟社会空间，可给予广大网友较大的言论

自由及虚拟身份，使得网友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网络来弥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

满足的表达欲——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凡尔赛文学”中描绘的成功程度，所以这

种表达欲可能是一种调侃自嘲；是一种对自己虚荣心的满足；当然，也存在部分网

友借用这种前后对比的方式更好地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直到目前，没有出现比“

凡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因更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类似情绪的模因。

综上，“凡尔赛文学”作为一种语言模因，能较为恰当的表达出模因宿主的种

种情绪，满足其宿主即公众心理表达的需求度；而互联网这一虚拟社会空间，也给

予了“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较高的整体社会空间容忍度。较高的社会空间容忍度

为公众心理表达需求度的满足提供了条件。种种外部条件，为“凡尔赛文学”语言

模因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保障。

再加上该语言模因较为完善的内部条件，“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形成条件

较为完善，为该语言模因得到广泛的复制、传播提供了条件。

2. 稳定的“凡尔赛文学”强势语言模因

根据何自然提出的定义，强势语言模因指具有高保真度、高复制率、存活时间

长等特征的语言或话语单位。至今，“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仍在得到极高频率的

复制和传播，符合对强势语言模因的定义。以下将具体论述。

（1）高复制率

“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自产生至今，微博上相关话题的访问次数达到9.8亿

次，参与讨论人数达到21万，且这一数据还呈增长趋势。 
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表征内容的表现形式、该语言

模因想最终表达传递的具体信息在不断丰富——从最初博主小奶球的吐槽、微博

网友蒙淇淇77”的“凡尔赛文学”相关内容微博登上热搜；到推动了当时许多网友

出于或是真的炫耀、或是为满足自己虚荣、追赶时尚潮流等心理需求进行模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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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撒贝宁的“北大也还可以”以及后来的种种“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该语言模因

的表征内容——即“凡尔赛文学”先抑后扬的文体得到不断传播。

（2）高保真度

然而，在“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得到不断复制的时候，虽然其表征内容的表

现形式在不断变化，但是其元表征内容，即“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基本内容和

核心形式——“凡尔赛文学”的文体，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故其保真度较高。

且截至笔者写作时，“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仍具有较高的复制频率，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范围较为广泛，笔者认为，相较于其他网络流行语言，“凡尔赛文

学”语言模因存活时间较长，符合对稳定的强势语言模因的描述。

四、语言模因“凡尔赛文学”的功能变化过程及原因分析四、语言模因“凡尔赛文学”的功能变化过程及原因分析

虽然像撒贝宁这样的公众人物在节目中使用“凡尔赛文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调节气氛，增加节目轻松幽默的效果，但在“凡尔赛文学”初期生成阶段和中期发

展扩散阶段，网友在进行剪辑和传播“凡尔赛文学”时，“凡尔赛文学”主要还是被

当作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进行炫耀的方式，而这种功能并不利于社会良好风气

的培养。

2020年2月12日，CGTN采访团队官方微博“CGTN记者团”发布对“凡尔赛文

学”的评论，称：“大多数人把“凡尔赛文学”当成文字游戏，调侃自嘲，放松心

情，这无可厚非。但不要让它带跑我们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待生活和自我的正确态

度。”

1. “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主体性

前文中，通过分析“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的内部、外部形成条件等，我们论述

了“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主体性的一方面内容，即其本身的规律。接下来，将论述

其主体性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宿主的能动作用。

前文中提到，模因得到有效传播需要语言模因宿主带有自己的意向，且在传

播时需要顺应特定的社会环境，有效使用语言。由此可知，语言模因在复制传播过

程中会受到社会因素带来的影响。而语言模因宿主在传播语言模因时有着不同的

语用态度，语用态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健康、积极向上

的社会离不开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以及民众良好的、向上的精神面貌。“凡尔赛文

学”流行起初，并非所有网友都是秉着调侃自嘲的态度对待“凡尔赛文学”。部分网

友只想借网络的虚拟空间满足自己炫耀或虚假炫耀的虚荣心理。而如果这种网络

虚荣心理被大范围扩散，将对社会舆论产生不好的导向作用，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发

展。故而，官方媒体发表评论进行一定干预，以引导正确社会舆论导向，保持并维

护好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

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宿主的语用态度也发生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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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化。现在，网络上关于“凡尔赛文学”的相关言论多用于调侃等目的，而非刻意

炫耀等不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目的或功能。

2. 语言模因的社会语境化

社会环境会对模因的传播产生影响，再加上语言模因经过语境触发和主体

性因素的作用，语言模因会完成其社会语境化进程。社会语境化指在社会语用中

某话语结构因屈从于当时的特定语境而使原来的意思产生变异(何自然,　2014)。
由于受到主流媒体的引导和干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凡尔赛文学”原本的功

能——看似低调地进行炫耀，不受社会主流推崇。因此，正如前文所言，现在网友

对“凡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因的使用通常为调侃等功能，其不被社会主流所认可

的炫耀之意虽然存在，但很少被使用。

例如，成都博物馆在2021年5月发布了一条微博，以“阳信公主”的口吻，“凡尔

赛”地进行了抱怨和羡慕，表明上表达了对古代普通民众朴实生活的羡慕，但其实

是展示了阳信公主所使用的炊具之精巧。具体内容如下：

公主日记 Day 1
阳信公主:“真的好羡慕大家能够享受用柴火烧饭的朴素快乐，我们家用的

mini饭锅也太复杂啦，人家都不知道怎么用！”

什么? 汉代公主府居然有“mini饭锅”？

没错，不用灶台搭配大黑锅，有一种做甗 [yǎn] 的东西是可以用于烹饪的厨具，

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叫做“甑[zèng]”，下半部分叫做“鬲（lì）”。

#列备五都# 中的这三件器皿可以合在一起使用，作为可蒸煮食物的器具，也可

以分开单独使用，设计非常巧妙。#国潮东方美# 
不愧是公主，连蒸煮事物的器具都不一样呢！[/cp]
成都博物馆使用“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以阳信公主的口吻引出话题，既向

网友展现了古代文明之发达，也达到了其普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目的。成都博物馆

作为官方机构，使用“凡尔赛文学”语言模因进行宣传是为了增加语言本身的时尚

性，使得微博内容更有吸引力，同时也拉近了和网友之间的距离感，从而更好地实

现其向广大网友传播相关知识的目的和初衷。

五、结论五、结论

本文借助模因论，对网络流行语“凡尔赛文学”的传播过程、功能变化过程及

原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通过划分的三个“凡尔赛文学”发展阶段，展示了其传播、

功能变化过程及原因。发现社会环境无论对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或变异，都有

着重要影响、作用。语言模因的宿主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但其态度等受到社会大

环境的影响。同时，社会环境本身也对语言模因有着种种影响，通常，社会环境会

干预、引导语言模因扩大其良性意义及影响，缩减其不良影响，以保持良好社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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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促进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研究关注到了“凡尔赛文学”这一语言模因功能上的变化，探究到社会环境

对语言模因功能等方面的影响，弥补了之前研究中只认识到“凡尔赛文学”带来的

种种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看待、理解“凡尔赛文学”这一网络流行语。但本研究

在“凡尔赛文学”模因在传播过程中功能转变的原因时仅考虑到模因的主体性及社

会语境化2个方面，不够全面，存在不足，未来会继续相关领域深入研究。

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于语言模因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使用网络语言，

并在适当时机加以干涉，以维护人们的良好精神面貌以及社会的良好风气，形成良

好社会环境，保持并维护社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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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Versailles Literature", a popular online language with typical example "Peking 

University is just so-so" has become popular since 2020. Its usage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from online into daily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process and rea-

sons of spread and the function change of "Versailles Literature". By discussion, this paper 

found that social environment ha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Versailles Literature", 

such as on replication, transmission, diffusion and vari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attitude of memetic hosts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inguis-

tic memes' replication, transmission, diffusion and variation. Besides, social environment 

can direct the functional change of linguistic memes in some degree. Positive effects of 

"Versailles literature" has been effectively released, contributing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ustain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words] [Keywords] "Versailles Literature"; memetics; linguistic memes; change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mission Rules 
of Popular Online Language "Versailles 
Literature" from Memetics Perspective

LOU Jianxiao   XUE B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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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原则视角下中国大学生微信礼貌原则视角下中国大学生微信
恭维回应语研究恭维回应语研究

一、引言一、引言

恭维是日常交际中常见的社会行为之一。交际者常常利用恭维这种社会行为

来表达对交际对方的赞美、羡慕等(于国栋 张艳红，2019)。恭维和恭维回应体现了

语言使用者的礼貌行为规范，是最具文化特色的言语行为之一。研究语言使用者在

什么情况下如何恭维他人，以及被恭维者如何回应，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民

族和文化的价值观、社会结构和该言语社区对语言使用功能及意义的认知(夏登山

等，2017)。
由此可见，恭维与恭维回应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信息科技发达的

当代社会，大学生作为社交媒体使用的主力军，其言语行为反映了特定群体特征甚

至时代特征。因此，研究大学生日常微信恭维回应语对于更充分全面地了解该群体

恭维现象以及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二、文献综述

自Pomerantz(1978)和Herbert(1986)以来，学界对恭维及恭维回应的研究较丰

富，其中对恭维回应语的研究主要为跨文化研究(李慧等, 2011)、跨语种对比(Tang
 & Zhang, 2009)、性别差异(Herbert, 1990)、二语习得( Cheng, 2011)等。夏登山、殷彩

艳、蓝纯还首次从交际者角度研究了三方恭维回应策略。李悦娥和冯江鸿(2000)通

刘　晟①  　高　君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摘   要：本研究以Leech(1983)礼貌原则为基本理论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大学生微信恭维回应

语的特征，在补充并完善其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探讨了恭维回应的语用策略。研究发现当

代中国大学生微信恭维回应方式丰富多样，既包括文字类回应又包括表情符号类回应，文

字类回应既有日常用语又有网络流行语言；回应策略多采取融洽策略，其次为一致策略，

采用谦虚策略最少。研究还进一步探析了中国大学生微信恭维回应语中使用不同策略的原

因，揭示了网络言语交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为大学生更加文明和谐地进行网络交际提供

有益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恭维回应语；语用策略；礼貌原则；微信

①刘　晟，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语用学

②高　君，女，副教授，研究方向：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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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探讨大学生普通话话语中的赞扬及其应答，发现相比于传统观念下拒绝型应答，

当代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含有感谢标记的接受型应答策略。于国栋和张艳红(2019)
分析了汉语中恭维回应语缺失的现象，指出恭维回应语的缺失并非消极的社会行

为，而是维护了交际的连续性。李悦娥和冯江鸿(2000)将普通话赞扬回答分为14
类，分别为(1)感谢类、(2)赞同类、(3)夸耀类、(4)降级类、(5)回赞类、(6)否定类、(7)质
疑准确性类、(8)质疑用意、(9)转移赞扬、(10)提供事实、(11)转移焦点、(12)确认、(13)
忽略、(14)复合式。

由此可见对于恭维回应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目前对恭维回应的研究对象

范围较广，语料多为日常言语交际，而对社交媒体的言语交际研究较少。微信作为

中国大众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人类社会的语言现象。尤

其由于微信平台特殊的交际功能，表情符号等多模态的言语为揭示人类日常交际

特征提供了详实的佐证。而学界对网络恭维回应语的研究不够丰富且以描述性分

析为主。因此，本研究拟采用Leech(1983)礼貌原则和Herbert(1989)在其基础上总结

出的融洽准则，基于120条中国大学生微信中自然发生的恭维回应语料(包括文字和

表情符号)，分析其语用特征并探讨其中的语用策略及动因，对大学生更加文明和

谐地进行网络人际交往有着借鉴意义。

三、研究设计三、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1) 中国大学生微信恭维回应言语有哪些特征和类型？                
(2) 这些恭维回应言语中体现了哪些语用策略？

(3) 采用上述策略的原因有哪些？  
2. 数据来源及分析步骤

研究对象为中国大学生，其母语均为汉语，年龄控制在19-25周岁，性别比例较

为平衡，来自全国不同省份，且受到高等教育，学历均在本科及以上，主修不同专

业，交际双方为熟人或好友，不存在明显的上下级关系。

本研究以交际过程中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作为语言证据，数据收集采取了人

工阅读语料、手动提取微信恭维言语行为证据的方法，在以上研究对象的微信里

共收集了120条符合研究条件的语料，其中包括文字形式和微信表情符号形式，统

计了微信恭维回应话语的类别和恭维回应策略的使用频数和各自的占比情况。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1. 微信恭维回应语特征及分类 
通过所收集的语料，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微信恭维回应方式丰富多样，既

包括文字类回应又包括表情符号类回应，其中文字类回应既有日常用语又有网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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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语言。

在收集的120条语料中，32条为表情符号类回应，在所有类型恭维回应语中所

占比例最高，体现了表情符号在微信中广受大学生的欢迎。后文将该类恭维回应

语归为回避/转移类恭维回应，但根据人们对其使用情况来看，具体的表情符号有

着具体的语用含义。本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当代中国大学生微信恭维回应语特征类

型及其运用策略，在此仅举例用来说明当代中国大学生微信表情符号类恭维回应

语特征。该类回应中“呲牙”“亲亲”“耶”“社会社会”“爱心”等表情使用较多，

结合语境看出其表达的含义大多为“接受态度”，部分表情如“捂脸”体现了谦虚

的特点。在文字类恭维回应语中，研究发现，大部分为人们日常生活用语，但在关

系较亲密的交际者间，网络用语的使用较为丰富，如回赞类恭维回应语“杨老师

yyds!”(yyds: 永远的神)、“盖了帽了，我的老baby”等，增加了言语的幽默性，拉近了

交际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网络言语交际形式的丰富多样。

本研究借鉴了李悦娥和冯江鸿(2000)对普通话赞扬应答语的分类，并根据所

收集语料，对其进行了补充完善。本研究认为质疑准确性类，如：——“今天的装扮

太美了吧！”——“我哪天不美啊？”该类回应语在恭维语的基础上强调了其准确

性问题，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前提，即被恭维者接受该恭维，只不过不够准确而已，

且较多使用的反问句式加强了语气和态度，因此笔者将其归为升级类；其次，本研

究还将怀疑用意类归为转移焦点类，因为怀疑用意类，如：——“这是谁家的美女

啊？”——“我男朋友家的。”实际上将话题的焦点转向其他事物，因此无需单独分

类；再之，经过对收集语料的分析整理，笔者发现存在较多如“哈哈哈哈哈”“嘿

嘿”“耶”等无实际意义的回应现象，因此笔者新增一类为消极回应类；此外，由于

忽略类的恭维回应较难判断是被恭维者有意忽略还是无意为之，因此尚不对其进

行探讨。由于微信属于网络平台，具有与日常会话不同的特殊功能——发送表情

符号，因此将表情符号类囊括其中。

为了清楚了解微信恭维回应语的类型及使用情况，本研究将所收集的语料做出

如下分类并统计了每一类在所研究语料中出现的频数及其所占比例，结果见表1。
由表1数据可知，微信恭维回应语主要分为11类，其中运用表情符号类占比最

大，其次使用较多的类型分别为转移焦点类和消极回应类，确认类、转移赞扬类恭

维回应使用频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这11类恭维回应概括为接受类、拒绝

类和回避/转移类。

接受类恭维回应包括感谢类、赞同类、升级类、降级类和回赞类恭维回应，其

中感谢类、赞同类、升级类恭维回应体现了明显的接受恭维态度，降级类和回赞类

恭维回应间接接受了恭维。拒绝类恭维回应体现为否定/拒绝类恭维回应，即被恭

维者直接否定恭维或拒绝接受恭维。回避/转移类恭维回应包括消极回应类、转移

赞扬类、提供事实类、转移焦点类和表情符号类恭维回应，对恭维采取既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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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拒绝的态度。

2. 不同类型微信恭维回应语的语用策略

不同类型的恭维回应语中体现了不同的交际策略，本研究根据Leech(1983)礼
貌原则和Herbert(1989)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的融洽原则，并将所收集语料中体现的

恭维回应策略分为一致策略、谦虚策略和融洽策略。

(1)  一致策略

一致策略遵循了Leech(1983)礼貌原则中的一致原则，体现在接受类恭维回应

中，具体包括感谢类、赞同类、升级类、降级类和回赞类恭维回应方式。其中降级类

和回赞类如例②和③属于隐含接受，即其通过间接方式接受了恭维。一致策略通过

与恭维者保持一致避免了意见不合，维护了双方的面子，达到了和谐交际的目的。

例如：

①——“不错！”

   ——“谢啦。”

②——“唱功厉害！”

   ——“一般一般啦。”

③——“这谁家的大美女！”

   ——“张美女家的。”（恭维者姓张）

(2) 谦虚策略

谦虚策略对他人的恭维持否定态度，体现在拒绝类恭维回应中，具体包括否

定类、拒绝类恭维回应方式。谦虚策略通过贬低自己遵循了Leech(1983)礼貌原则中

表1  微信恭维回应类型及分布
   恭维回应类型   举例   频数 占比

   感谢    谢谢张姐  4 3.3%
   赞同   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  5 4.2%
   升级   身高180既视感啊  5 4.2%
   降级   其实现在还不太熟练  4 3.3%
   回赞   艾玛美女夸我了  11 9.2%
    拒绝类  否定/拒绝  没有没有，运气而已  5 4.2%
   消极回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0 16.7%
   转移赞扬  是杨老师教得好  2 1.7%
   提供事实  没事闲着改善一下伙食 3 2.5%
   转移焦点  可以偶遇一下   29 24.2%
   表情符号  �    32 26.7%
   总计       120 100%

接受类

回避/转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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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谦逊原则，体现了最大程度的贬己尊人，进而实现礼貌交际。

例如：

①——“美女真好看。”

    ——“都是照骗啦！”

②——“可以说是大神级别了。”

    ——“没没，这算啥。”

(3) 融洽策略

本研究借鉴Herbert(1989)指出的能够兼顾协调一致原则和谦虚原则的融洽原

则，从回避/转移类恭维回应中总结出融洽策略，具体体现在消极回应类、转移赞扬

类、提供事实类、转移焦点类、和表情符号类恭维回应方式中。该策略对恭维不进

行正面回应，而是通过转移话题、信息焦点来避免给人以骄傲、炫耀的感觉，既没

有否定恭维者，与恭维者保持了态度上的一致，又体现了谦虚的品德，实现了二者

的融洽。

例如：

①——“哇太牛了！”

    ——“嘿嘿。”

②——“好喜欢这组照片！”

    ——“拿走不谢。”

③——“绝了姐妹！”

    ——“      （亲亲表情）”

其中消极回应类如例①和表情符号类恭维回应均无明确的实际交际含义，但

若不予回复，则会损伤对方的面子，因此融洽策略体现了被恭维者的礼貌并维护了

双方的关系。

3. 微信恭维回应语采用不同策略原因分析 

表2  微信恭维回应策略及其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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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所示，所收集语料中，当代中国大学生对于微信朋友圈内恭维的回应运

用融洽策略最多，其次为一致策略，运用谦虚策略最少。由此可见，虽然微信朋友

圈属于网络平台，但由于其中的交际者为熟人或好友，与较为开放的其它网络平

台，如微博、脸书等相比，微信朋友圈内大学生互动依然十分在乎维护人际关系，

并没有因为其线上性质而降低礼貌的程度。

谦虚策略的运用最少，其原因可能为当代大学生视野开阔、信息交流渠道广

泛，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再一味地“贬己”，而是自信地接受对方的赞扬。值得

注意的是，笔者所收集的语料中，大部分拒绝类恭维回应虽表面上为拒绝或否定恭

维，但经笔者进一步调查，交际双方为关系较好的朋友，其否定恭维如“呕！”或“

去去去”实际上是交际双方关系较亲近的体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拒绝恭维以示

谦虚。此外，运用谦虚策略较少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现代社会的语言现象复杂丰

富，最近几年“凡尔赛文学”(指以看似谦虚的方式实际上在进行炫耀的话语模式)
在年轻人群体中使用火爆，因此为了避免给人以过度谦虚的感觉，大学生微信朋友

圈内恭维回应谦虚策略的使用较少。

一致策略占总体使用情况的近1/4，其中降级和回赞类恭维回应语体现了中国

人传统的谦虚美德，赞同和升级类恭维回应语则体现了交际双方的亲密关系，用夸

张的方式接受恭维，进而产生幽默的效果。

由此可见，微信朋友圈内的言语交际并不比现实生活中的简单，说话者面临着

既不能给人以骄傲的感觉，又要避免造成过度谦虚，而出于关系的需要又不能对

他人的恭维不予回复的棘手处境，因此，融洽策略成为了使用者的首选。通过消极

回应、转移赞扬、转移焦点、提供事实、确认和表情符号类回应，既不接受，也不拒

绝，又保证了对话的顺利进行，实际上间接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礼貌。

五、结语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生微信朋友圈内恭维回应方式多样，其中由于微信平台的

特殊性，表情符号是比较常见的回应方式。网络恭维回应中采取融洽策略最多，其

次为一致策略和谦虚策略，且二者使用情况较少。本研究的结果体现了网络言语

交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内使用恭维

回应策略的分布情况，并为大学生更加文明和谐地进行网络言语交际，进而维护人

际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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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Leech’s Politeness Principle, this study an-

alyzes the compliment response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Wechat app, modifies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and explores the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compliment respons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ways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respond to compliments in Wechat 

moments are various, in which the most adopted strategy is solidarity strategy, the second 

mostly used is agreement strategy and the least used one is modesty strategy.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different uses of pragmatic strategies in compliment re-

sponses, and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providing 

advice on better communicating online for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Keywords] [Keywords] compliment response; pragmatic strategy; Politeness Principle; Wechat

A Study on the Wechat Compliment 
Response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eness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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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灯效应话语中的不礼貌策略：煤气灯效应话语中的不礼貌策略：
表现与功能表现与功能

一、引言一、引言

2019年12月，《南方周末》报道一女青年由于男友长时间的言语暴力选择自

杀。2020年7月，一女艺人在社交平台控诉所在公司老板，称在其长期打压贬低下变

得自卑懦弱。该类现象引发社会极大关注。“煤气灯效应”一词也随之进入大众视

线，成为文化话语中的一个固定词。一般而言，煤气灯效应是一种心里操控方式，

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使用否认、误导、矛盾或错误信息试图破坏被操纵者的心

理稳态，使被操纵者对自己的记忆、感知或判断产生怀疑。（Dorpat，1994：33）被操

纵者可能产生认知失调或自卑心理，从而依赖操纵者来获得情感支持和认可，严重

者会精神崩溃甚至自杀。本研究旨在基于前人的研究，收集并分析典型煤气灯效

应案例，结合Culpepper的不礼貌框架，对“煤气灯”言语操纵现象中的不礼貌策略

进行理论化探讨。

二、 文献综述二、 文献综述

   “煤气灯效应”这一概念最早由Barto和Whitehead（1969） 提出，其灵感来自

于George Cukor导演的电影Gaslight（1938）。目前，对煤气灯效应的研究存在多种研

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在心理学层面，Victor Calef和Edward Wein-
shel（1981）发现煤气灯效应涉及到从操纵者到被操纵者精神内容的投射与内投，

探讨了为什么被操纵者有内化他人投射到自己身上的观念的倾向。Theodore和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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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1994）将被操纵者无意识转移精神内容描述为投射性认同的一个例子，当受害

者开始认同被投射的内容时，这些内容就产生了破坏。Dorpat（1996）探究了医患之

间的互动，指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煤气灯操纵被医生广泛使用，并建议临床医生

采用非指导性的方法，将患者视为积极的合作者和平等的伙伴。

在社会学层面，Dobash（1979）调查了家庭暴力案件中的男性犯罪者，发现他们

普遍认为妻子在夸大和伪造暴力事实；部分施虐者甚至会编造妻子不忠的事实，并

试图说服妻子相信。Richie（2012）认为这样的操纵行为给妇女创造了一个有敌意

的社会环境，可能会使女性陷入歧视和绝望的恶性循环。Bratich（2019）从新自由

主义衰败的角度分析了PUA（Pick-up Artist）技术的学习者。他们通过煤气灯操控

来削弱女性的自尊心，从而建立其自信。若构建亲密关系失败，则会导致深程度的

操控甚至暴力行为。Sweet（2019）研究了在社会不平等和充满权力的亲密关系的背

景下，家庭暴力中的煤气灯效应。揭示了这些策略是性别化的，因为它们依赖于女

性与非理性的联系。

在语言学层面，相关研究聚焦于可能导致煤气灯效应的语言暴力行为（verbal 
abuse）。Lachenicht（1980）对侮辱性话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人们辱骂他人的

手段和目的，发现侮辱是理性的。Kipnis (1976)讨论了权力与语言暴力之间的关系，

指出强制不礼貌更有可能发生在社会结构权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证明这一观

点的有Culpeper（1996）对陆军新兵训练中的语言暴力行为的研究，kass和Sander-
son（2010）对体育训练的研究以及Culpeper（2005）对剥削性电视节目的研究。

综上所述，不同领域学者主要从“煤气灯效应”的产生原因，心理机制，不良

后果以及语言暴力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语言学层面，学者大多侧重从语言技术层

面展示语言暴力的行为过程，或从语用学角度分析语言暴力产生原因以及影响。现

有研究缺乏在煤气灯效应语境下对不礼貌语言使用的行为逻辑和策略等内在机制

的系统性解释。因此本文从语用学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不礼貌话语和煤气灯效

应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煤气灯操纵者使用不礼貌话语作为交际策略的特征，并

总结其产生的语用功能，以期加深对煤气灯效应中语言形式的理解。

三、 理论基础三、 理论基础

本文采用了Culpepper（1996）的不礼貌理论框架。Culpepper将不礼貌定义

为“用来威胁对方面子且会造成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的交际策略”，强调不

礼貌话语的策略性或工具性，将其称之为“策略性或工具性不礼貌”，即不礼貌策

略。以Brown＆Levinson所提出的礼貌理论中的礼貌策略为基础，Culpepper归纳出了

五条不礼貌策略：(1) 显性不礼貌策略（Bald-on-record impoliteness）指说话者采取

直接的，不拐弯抹角的方式实施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2) 积极不礼

貌策略(Positive impoliteness)指说话者采取旨在损害听话者积极面子的策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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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输出策略包括无视冷落对方；使用不当的身份语标记；选择敏感话题等。(3) 
消极不礼貌策略(Negative impoliteness)指说话者采取旨在损害听话者消极面子的

策略，具体的语言输出行为包括恐吓；侵犯对方隐私空间；将对方同消极词联系

等。(4) 隐性不礼貌策略（Off-record impoliteness）指以隐含的，间接的方式实施面

子威胁行为的策略。说话人表面上是礼貌的，但内心毫无诚意。 (5) 不使用礼貌策

略(Withhold impoliteness)指说话者没有实施对方期待的礼貌行为，在本应该表示礼

貌的场合保持沉默。

　　　　　　　　　　图1  Culpepper的不礼貌策略（1996）

四、 煤气灯效应和不礼貌的内在联系四、 煤气灯效应和不礼貌的内在联系

煤气灯效应来自于双方构成的一段关系：一方是煤气灯操纵者，他有意或无意

识地破坏受害者的自我信任感，也就是破坏受害者在自我经验，思考，和判断中处

于自主核心的概念。另一方是被操纵者，他总是让操纵者来定义他的现实世界，并

期许得到对方的认可。煤气灯操纵者和被操纵者没有性别限定，并在任何类型的

人际关系中都可能出现，比如与朋友，家人，上司，同事的交往中等等。

操纵者的动机是维护自己的面子。Brown和Levinson（1987）将面子分为积极面

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指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建

立联系；消极面子包括自主性和独立性，即不被别人强迫。煤气灯效应中的操纵者

无法容忍自身的行为和对事物的认知受到批评，他们有强烈的欲望想要无效化被

操纵者批评指责自己的能力，并希望被操纵者肯定他看待事物的方式，特别是在涉

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从而使自己的积极面子不被威胁。同时，操纵者要保持

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自由不受他人干扰，拥有自主权，从而保证自己的消极面子不被

威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操纵者会选择采取言语上的不礼貌如威胁，羞辱，批评，

讽刺，或无视等方式来威胁被操纵者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使被操纵者形成特定

的图式，从而永久消除被操纵者进行面子威胁的可能性。

使用不礼貌策略维护面子是人们普遍采用的方法，但并非所有的不礼貌言

语都会导致煤气灯效应。煤气灯效应需要双方的配合才能形成。这样的配合来自

于“煤气灯操纵”关系中，双方对不礼貌言语发出意图的不同理解。Jones和Nis-
bett(1972)提出“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指出行动者（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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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于情境要求，而观察者（observer）则倾向于将同样的

行为归因于稳定的人格。在煤气灯效应中，操纵者是“行动者”，被操纵者是“观察

者”。操纵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不礼貌言语归因于语境需要，通俗的来说即“就事

论事”。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以摧毁他人的自我认知为目的实施不礼貌行为的操纵

者，他们或许没有主观上想要用不礼貌言语操纵受害者的意图，但对不礼貌言语

接收者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于被操纵者而言，即使察觉到了操纵者的不礼貌言语和

面子威胁行为，他们也会将操纵者的不礼貌言语归因于对方的性格优势以及自身

的性格缺陷，将操纵者理想化，从而渴望得到对方的认可。

五、 煤气灯效应中操纵者不礼貌策略选择以及表现方式五、 煤气灯效应中操纵者不礼貌策略选择以及表现方式

1. 显性不礼貌策略

例（1）
2020年7月女艺人Yamy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一段录音，其老板在员工大会上对

她进行了一系列面子攻击，以下为部分录音内容： 

“Yamy丑吗？很丑啊，这是事实嘛，这有什么好说的。非常丑啊，超级丑好吗！

“Yamy觉得自己的衣服有衣品，你觉得她有吗？他每次来公司穿的就像个刺猬

一样。我觉得她有病，为什么这么穿呢？”

例（1）中老板通过“丑”“没有衣品”“有病”等侮辱性词汇公开地表达了个人

观点，不加掩饰地使用不礼貌策略，直接威胁听话者面子。Yamy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老板对其长期的批评和贬低使她变得“唯唯诺诺，连提一个基本要求都害怕……

经常躲在家里无缘无故哭到天亮”。使用直接的不礼貌策略可使听话者产生羞耻，

伤心等自卑心理，达到打击听话者的效果，从而构建煤气灯操纵关系。

2. 积极不礼貌策略

例（2）
米歇尔穿着一身精心挑选新衣服去父母家聚餐，母亲说：“哦，米切尔，这身衣

服完全不适合你，看起来太可笑了。亲爱的，拜托，下次再去购物的时候，让我来帮你

吧！”听了这话米切尔很受伤，要求母亲道歉，但母亲难过地摇了摇头，并且说：“我

只不过是想帮你，你却用这种无礼的态度跟我说话，应该道歉的人是你。”

（来自Robin Stern《煤气灯效应》）

例（2）中“完全不适合”，“太可笑了”体现母亲不认可米歇尔的搭配能力。虽

然意图在于帮助儿子，但她忽视了儿子对肯定的需求，威胁到儿子的积极面子，使得

米歇尔开始质疑自己的审美品位。在米歇尔意识到母亲的不礼貌话语对自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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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并要求道歉时，母亲的“我只不过是想帮你”使他因误解母亲的好意而感到

内疚，导致自我怀疑感加深，从此对搭配服装失去信心，转而选择让煤气灯操纵者

来帮助自己挑选衣物。

3. 消极不礼貌策略

例（3）
在电影Gaslight中，Gregory将自己的怀表藏在Paula的手提包中，并在音乐会上“

不经意”发现，制造Paula拿走怀表但不自知的假象，使Paula陷入崩溃，提前离席。

二人回家后发生如下对话，无关内容已被省略。

Gregory：我真想知道你到底都在想什么？为什么做这些疯狂的事？

Paula：你是说我疯了吗？

Gregory：我很想说服自己你没有疯。

......

Gregory：你母亲发疯了，死在了精神病院。

Paula：你骗人。

Gregory：我找到了当时替她诊治的医生，他描述了她的症状，你想听吗？刚开始

是胡思乱想，听到怪声，脚步声，说话声，然后那些声音开始对她说话，最后她失了心

死在精神病院里。

Paula：不，求求你别说了！

Gregory首先先发制人地问责Paula，掌握话语主动权。通过使用两个疑问句预

设Paula拿走了怀表且不自知，将此观点强加于Paula，逼迫她相信自己真的做了疯狂

的事。接着，Gregory通过提起Paula精神失常的母亲，将Paula与“发疯”，“死”这些

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暗示这就是她的未来。Gregory否定Paula的认知，使用错误信

息进行误导，威胁Paula的消极面子，让她迷失在真实和虚假之中，从而蓄意实施煤

气灯操纵行为。

4.  隐性不礼貌策略

例（4）
一天艾米睡过了头，上班迟到四十五分钟，她拼命向领导道歉。领导说：“有时

候，人一旦觉得受到威胁，就会躲避所有产生这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请告诉我，目前的

这份工作，哪一点让你觉得受到了威胁呢？我很乐意跟你一起努力，让这里变成一个

更舒适的地方。”不管艾米怎么解释自己只是设错了闹钟时间，领导只是微笑，说：“

很遗憾你不愿意坦诚相待。如果你改变主意，欢迎你随时过来，我办公室的门永远敞

开。”

（来自Robin Stern《煤气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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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所言表面看来非常礼貌，但包含了隐性的面子攻击。“哪一点让你觉得受

到了威胁呢？”，看似在询问员工意见，实则掩饰压迫意图，用压制性话语实施不礼

貌策略。表面上的礼貌不仅没有淡化二者之间的地位差异，反而强调了地位高者的

权势。“很遗憾你不愿意坦诚相待”虽含规约化的礼貌表达，但意在暗示艾米不坦

诚。此类不礼貌策略不易被听话者感知，听话者易将其理解为礼貌。表面上的礼貌

与暗含的不礼貌之意相互矛盾，使听话者感到困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质疑自

己的意图，从而形成煤气灯效应。

5. 不实施礼貌策略

例（5）
男：“我琢磨这周日我们可以开车去乡下转转。”

女：“听起来真不错，但是周日晚上我们得去我父母家聚餐！”

男：“哦！”（长时间不说话）

女：“怎么了？”

男：“没事。”

女：“不，肯定有事，我能感觉出来你不开心。有什么不对吗？”

男：“真的没事。”

（来自Robin Stern《煤气灯效应》）

在上述例子中，说话者的言语与听话者的期待相冲突，在特定的语境中对特

定的行为表现出消极态度。男方没有给出女方意料之中的礼貌回应，甚至没有虚假

的礼貌，只是保持沉默，通过拒绝实施礼貌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男方否认自己不开

心，并用“没事”“真的没事”来否认女方的猜测，表面上扮演有求必应的“好人”角

色，实则让女方产生亏欠心理，在之后的生活中对男方做出补偿，该过程男方占据

主动权，成为煤气灯操纵者。

六、 煤气灯效应中操纵者使用不礼貌策略语用功能分析六、 煤气灯效应中操纵者使用不礼貌策略语用功能分析

在煤气灯操纵关系中，操纵者使用不礼貌策略可实现以下两点语用功能。

1. 削弱他人内控信念

当个体感知到其强化行为（reinforcement）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时，则认为该个

体有外控信念（external control）。当个体认为强化由自身行为和自身特征决定时，则

认为该个体有内控信念（internal control）。（Rotter，1966：4）个体对于自己哪些行为

会被重复或强化是有选择性的，这取决于他对该种强化和相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

的感知。当人们认为强化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时，会增强自身行为在相同或类似情况

下重现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认为这种强化超出自己的控制，比如来自于更强大的其

他人，那么之前的行为就不太可能得到加强。煤气灯操纵者使用不礼貌话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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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被操控者的内控信念。比如使用贬损性的陈述或暗示以及有针对性的批评或

抱怨来否定对方价值，进而影响被操控者对自身稳定特征的认知，降低其自我控制

感，并在被操控者内心树立强大的自身形象，让其放弃通过先前的自我认知及习惯

性行为来来进行判断和做出回应。根据控制感补偿理论，当个体处于自我怀疑状态

时，外界的无序性会引发个体焦虑，进而迫使其通过加强外控信念，也就是使用操

纵者提出的可行方案来重建控制感（Kay et al.，2009）。

2. 掌握关系权力

根据上文例子可以发现煤气灯效应的结果往往是操纵者在一段关系中获得更

高的权力。在煤气灯效应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权力结构，操纵者在削弱被操

纵者内控信念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根据最开始交际双

方的权力大小以及地位高低的差异，人际关系可以被分为两类。在初期阶段交际双

方拥有相同权力，处于平等地位的关系中，比如情侣，夫妻，朋友等，双方拥有平等

的话语权。但在中期阶段随着关系的推进，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双方都会不可避

免地使用不礼貌策略，在该过程中权力关系会被重塑，内控信念较低的一方容易受

对方不礼貌话语的影响让出自身权力，最后在末期阶段形成地位差，煤气灯操纵者

和被操纵者的身份也随之固定。当操纵者获得实际权力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使

用不礼貌言语，来确保自己在关系中的较高权力地位。而在初始阶段双方地位就不

均等的关系中，比如领导和下属，前辈和晚辈，父母和子女，权力较高的一方更是可

以毫无顾忌地威胁对方面子，直接确立煤气灯操纵者身份。其采用的不礼貌策略

越直接，对被操纵者自我认知能力的损害程度越大，也越能巩固自己在这段关系中

的较高权力地位。

七、 结语七、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不礼貌话语在煤气灯效应中的表现与功能，发现煤气灯操纵者使

用不礼貌言语威胁对方面子的动机是维护自己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关系中双

方基于“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产生对不礼貌行为意图的不同感知是形成煤气灯操

纵关系的心理基础。操纵者会有意或无意地使用Culpepper分类的五种不礼貌策略

达到建立煤气灯操纵关系的结果，最终在该段关系中实现削弱对方内控信念和掌

握关系权力的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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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mpolitenes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aslight effect". This essay, with 

prototypical cases of Gaslight Effect as language materials, analyzes the impoliteness phe-

nomenon in them. Based on Culpepper's impoliteness framework,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impoliteness superstrategies used by the gaslighter, and finds that the impoliteness 

in the phenomenon of gaslight effect can achieve two pragmatic functions: reducing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victim and raising the gaslighter's power in the relationship.

  [Keywords] [Keywords] Gaslight Effect; Impoliteness Strategy; Pragmatic Function

Impoliteness Strategy in the "Gaslight 
Effect"s Discourse: Manifestations and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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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国内社会文化理论下基于CiteSpace的国内社会文化理论下
的翻转课堂研究的可视化分析的翻转课堂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一、引言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教育领域，翻转

课堂（flipped classroom）正是诞生于这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模式，并且

凭借其灵活的时间安排和便捷高效的操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特别

是疫情背景下，以翻转课堂为主的慕课、微课等教学模式逐渐趋于主流，学校

也鼓励教师使用翻转课堂进行授课。Mehring (2016)提出将技术应用于外语教学

课堂,学习者应该作为学习的中心和主体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我们应该创造

更多以交流为基础的教学环境，而翻转课堂刚好符合上述的每一个要求。Sams
和Bergmann（2013）等还总结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认为它可以增加师生互

动和小组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按照自己的习惯和能力水平更加个性化地安排

自己的学习。除了这些优势以外，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还增强了课内外的互动

（Roehl Reddy&Shannon，2013），加大了学生的反思空间（Strayer，2007），促进了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娄伟红 陈明瑶，2017）。但由于人们对翻转课堂的了解还不

够深入，大部分研究仅停留在教学模式探索，而忽视理论指导的作用。

随着社会文化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心理学、语

段晓燕①    王曙琪②    赵秀艳③    张　弘④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00　中 国

摘   要：摘   要：本文借助CiteSpace的分析工具，基于中国知网CNKI引文索引数据库，对国内2012—

2020近十年间200篇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的文献进行追踪，从发文量、文献互

引、作者合作和关键词共现等方面，分析了该理论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领域、热点主题、研

究方法、主要研究学者及文献。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追踪与梳理，发现热点主题包括“教

育信息化”“智慧教育”“可视化分析”“大学英语”“知识内化”“多元动态”等。进一步印证

了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翻转课堂研究的重要性，虽然存在评价方式刻板、研究方法单

调等问题，但总体来说，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来改进和指导翻转课堂是可行的。本研究旨在

为相关研究学者实施翻转课堂、完成学生知识内化提供借鉴，为外语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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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段晓燕，女，硕士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

②王曙琪，女，硕士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

③赵秀艳，女，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

④张　弘，女，教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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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和教育学等领域,为二语习得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强调认知因素对语言习得

影响的认知理论不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中介、

调节和支架，充分考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形成知识的内化，从而促进语言发

展。该范式强调社会因素在语言学习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质性研究为主，追

求研究结果的情境性和可转移性（King ＆ Mackey，2016）。在所有二语习得的

重要理论中，社会文化理论依靠活动理论、支架、中介、内化、最近发展区等

不断地在教学实践与研究中出现,这也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该理论的合理性（欧静

波 徐学平，2018）。社会文化理论也被应用在二语习得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

社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相结合（Swain，2013），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研究大学

英语课堂小组互动等具体的教学实践（徐锦芬，2018）等，虽然国内已有不少

关于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但其在翻转课堂上的应用还相对较少,
而翻转课堂这种新的模式对于外语学习和教育又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

近十年来国内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翻转课堂的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从发文量、

文献互引、作者合作和关键词共现等方面，分析了该理论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领

域、热点主题、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学者及重点文献。

二、 研究设计 二、 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1）近十年国内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研究的发展趋势如何？ 
（2）国内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是什么？  
（3）国内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研究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用到的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软件。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利用

信息的可视化方法、文献计量学法和数据挖掘算法集成的基本原理，绘制可视

化图谱、建立节点之间的关联来分析研究对象之间的共现关系与共引关系等，

因此非常适合用来观察并分析一个研究主题的横向和纵向变化，帮助研究者抓

住相关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文献全文数据，截止

到2020年12月，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中设置文献目录为“哲学和人文科学”下

的“外国语言文字”，以翻转课堂为主题词，以“社会文化理论”及其五大核

心分支理论：调节理论（Medi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内化理论

（Internationalization）、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支架理

论（Scaffolding）分别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得到213篇论文，经过人工筛

检，实际分析200篇论文，通过CNKI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总体趋势，又



Teaching 教学研究

105

将目标文献按CiteSpace所需参考文献格式进行导出并转码，得到本文研究样本

数据库，进而对近十年的社会文化理论下的翻转课堂的研究进行分析，通过检

索分析关键词聚类和时序图谱可以大致掌握该领域下研究的热点、研究方法、

重要文献及学者，以便相关研究学者能对社会文化理论下的翻转课堂研究有较

为全面的理解。

三、数据分析三、数据分析

1. 研究趋势分析

本部分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文献全文数据为文献来源，

对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并绘制发文量统计图，

如图1所示。

 
                              图1  发文量随年代的变化图（2012-2020）

由图1可以看出，国内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研究发文量相对

较少，起始时间较晚，最早开始于2012年，主要集中于近三年。具体来

看：2012-2017年，论文发表量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发表15篇论文，2017年

为发文量的第一个高峰，达到45篇；2017-2018年，论文发表量稍有下降，但

总体热度不减，引证和参考文献仍然很多；2018-2019年为发文量的第二个高

峰，达到37篇；2019-2020年论文发表量呈下降趋势，发文量达到三年来的最

低值，这可能是由于国内的翻转课堂引进较晚，外语教学的翻转课堂研究还比

较贫乏，研究者大多将重心放在模式探索上，缺少理论支持，再加上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研究的发展。但即使如此，2015年后的论文发表量基本

维持在15篇以上，由此可见，学者们对社会文化理论下的翻转课堂关注度依然

很高，研究热度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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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构及作者分析

  

      图2  机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图3  作者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运行CiteSpace，设置时间跨度为2012-2020，时间切片为 1 year，节点类型为

机构，TOPN=50，将三组c，cc，ccv都设定为1，2，20，其它参数为默认设

置，可以得到机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图2），我们可以发现，基于社会文

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研究发文机构很多很杂，从中小学到外国语学院，再到学

术期刊部，各类机构都有。其中发文量较多的有西华大学学术期刊部、浙江外

国语学院、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说明这几所机构对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

的兴趣较高，学术科研能力较强。但同时，从机构间的稀疏网络我们也可以看

出，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合作较少。

同样，运行CiteSpace，将节点类型设置为作者，其它参数设置同上，可以

得到作者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图3），由图可以看出节点数较多的几位学者

有程爱群、饶燕玲、刘颖、肖晗和万红芳。图中的网络结构比较少，说明作者

之间的合作较少，主要表现为除了张杰与李科，付艳芳与杨浩，韩英柏与韩英

辉，以及朱莉莉为中心的子网络系统外，其他学者之间的合作较少，相比少数

有连接的学者，单独节点的学者才是常态，如翁向华、胡杰、郝倩、史小华等

人，说明我国学者在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研究上沟通合作意识不足，学

者们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亟待加强。

3. 研究热点分析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5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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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点反映了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及方向，而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

中内容的核心凝练，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对

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探求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

研究热点。运行CiteSpace，设置节点类型为关键词，其它参数设置同上，在关

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的基础上，选取LLR算法，可以得到关键词聚类

网络图谱（见图5）。图中呈现了“大学英语”“知识内化”“教学模式”“多元动

态”“英语教学”“建构主义知识”“自主学习”“有效课堂”8个聚类，反映了社会

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4. 研究前沿分析

 
                                                       图6  关键词时序图谱

关键词时序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时间段内的研究动态，运行

CiteSpace，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按时间片段生成关键词时序图谱（见图

6）。为更好地分析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研究的演变与发展，本文将社会

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研究划分为初步形成时期、快速起步时期、繁荣时期、新

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初步形成时期（2012-2014），这一时期翻转课堂刚刚传入

中国，只有小部分学者研究翻转课堂，大多数学者对此还不太熟悉，相关研究

很少，研究主题主要包括“student”“本土化”“实践与探索”等；快速起步时期

（2014-2016），翻转课堂在国家教育改革政策的推动下，很快得到了众多教育

界专家和一线教师的推崇。研究者们对慕课和微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尝

试、模仿、借鉴，从多个角度验证翻转课堂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media-
tion”“自主学习”“信息素养”“教学资源”等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繁荣时期

（2016-201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受到越来越

多重视，社会文化理论在外语教学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运用”“实践应用”“建构主义”“实践教学”和“课堂教学”等，很多学

者开展翻转课堂的实践探索，通过问卷、量表、访谈等形式调查学生对翻转课

堂的满意度；新时期（2019-2020），由于疫情的影响，线上课程普遍开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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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程的发展带来契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也由早期的宏观层面转向微观

层面，更多聚焦于课堂中的某个细节。在大数据时代，经济社会各行业信息化

步伐不断加快，社会整体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日趋明显，目前的学术前沿主要包括“教育信息化”“智慧教育”“可视化分析”

等。

5. 研究方法分析

目前翻转课堂的研究，认知视角仍占主流，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研

究方法欠缺多样性，实验研究、案例研究、民族志等研究较少。而随着社会文

化视角得到越来越多青睐，定性与定量混合的研究方法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选

择，如谭君霞（2016）在教师访谈和学生问卷的基础上，通过两次实验验证设

计了高职商务英语写作翻转课堂教学方案2.0，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李

润坤（2015）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学生对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态度以及师生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适宜度。瞿莉莉、张克金（2015）
认为，翻转课堂的教学评价应做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样化，课堂评

价与在线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

相结合，课堂评价与在线评价相结合，后续研究可以将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

采用多种研究数据进行三角验证。

四、反思与建议四、反思与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外

语教学研究的重要研究理论之一。而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线上课程

的普遍出现，翻转课堂的发展更是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了时代发展。

本文通过对研究概况、热点领域和演变趋势的可视化分析，直观清晰地展现了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近几年的研究状况，发现虽然在模式构建和实践

应用上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内容缺乏深度

很多学者在翻转课堂领域的研究偏重政策解读和理论分析，大多是以国外

的教育教学理论为基础，很少与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相结合，且缺乏深入

的挖掘与探索，本土化研究相对较少。在教学实践中的研究有大量的主题趋同

现象，仅停留在表层，提出的对策也流于形式，没有扎根我国教育现有的实际

问题。建议此类研究应该立足本土，将国外的理论与我国的文化背景相结合，

基于多元文化观和价值观，解决本校或本地区的实际问题，例如如何将课程思

政自然地融入到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教学之中。同时拓宽研究思路，提升追踪

学术前沿动态的敏感度，关注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把研究做深做实。



Teaching 教学研究

109

2. 研究人员与机构缺乏合作与共通 
虽然研究者数量多、单位来源广，但值得注意的是，机构与机构、学者与

学者之间的合作较少，没有形成核心学术圈，以至于研究规模不大、持续性不

久、系统性不强。建议加强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教师合作，加强跨学校、跨

区域和跨国别的合作，加强政府相关部门、教育研究机构和高职院校的合作。

这种全方位的合作会使信息流通更为顺畅，成果分享更为广泛。同时能够激发

新的火花，为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对出现的问题共同协商，少

走弯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 
3. 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 
目前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定量研究大多以简单的调查问卷为主，缺乏

信效度的分析，研究者仅对问题的选项作了均值比较和描述性统计，而较少作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路径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等。而定性研究大

多是研究者基于个人的教学实践总结的经验介绍，语料库研究、民族志、田野

研究和个案研究非常少见。建议研究者更多使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

法，获取一手的研究数据，以更规范的研究流程，“实现理论和实践双重发展的

新兴研究范式”。

4. 评价方式过于刻板传统

目前的评价指标过于刻板传统。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研究中，评价

标准多采用成绩分数、出勤率等传统教学评价模式，对学生的学习投入、参与

度、能动性、互动、高阶思维等翻转课堂的教学评价指标的关注不够。今后的

研究可以更多的关注这些新型的教学评价模式和标准，建议采用形成性评价来

评判学生，考察学生全人发展、人格发展和高阶思维的提高。

五、结语五、结语

本文从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相关研究入手，借助CiteSpace软件

和CNKI引文索引数据库，通过发文量分析、机构作者共现、关键词共现和聚

类、时序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相关研究进行全方面的分析，发

现国内对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总体研究热度不

减。根据关键词聚类和共现，总结了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研究中的

热点研究，包括“教育信息化”“智慧教育”“可视化分析”“大学英语”“知识内

化”等。通过关键词时序图谱，对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进行前沿分析，发

现“教育信息化”“智慧教育”“可视化”是目前比较新的研究方向。虽然翻转课

堂的发展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研究不断增多，在模式构建和实践应用上取

得了较多成果，但仍然存在研究内容缺乏深度，研究人员与机构缺乏合作，研

究方法单调以及评价方式刻板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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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十年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研究的可视化分析，本文总结出基于社

会文化理论的翻转课堂研究的不足与反思，进一步印证了社会文化理论下实施

翻转课堂的可行性，希望为今后的社会文化理论下翻转课堂的研究提供借鉴，

优化和发展翻转课堂,为语言教学和二语习得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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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s visualized analysis, this paper tracks 200 domestic 

literatures on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sociocultural theories from 2012 to 2020 based 

on CNKI database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publication volume, literature mutual 

citation, author cooperation and keyword co-occurrence, etc.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hot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main researchers and key literatures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tracking and combing of the above several asp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hot topics include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telligent education" "visual analysis" "college English"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multiple dynamics", etc., 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e impor-

tance of flipped classroom research under sociocultural theories. Although there are prob-

lems such as rigid evaluation methods and hidebound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whole, it is 

feasible to use social cultural theories to improve and guide flipped classroo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to implement flipped classroom so 

that students can complete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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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线学习投入与学习绩效关系研究研究生在线学习投入与学习绩效关系研究

一、引言一、引言

近几年，全国开始大规模发展线上教学，更多人开始对线上教学进行探

究。学习投入作为评估学习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学习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Yi et al，2017）而学习绩效是学习者学习过程的有效反映，也是其学习结果

的直接体现和具体产物。(Hu et al，2020) 但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到研究生群体

在线学习投入和学习绩效的情况。本研究试图探究高校研究生的在线学习情

况，旨在为更好地开展研究生混合式教学提供实践依据和指导。

二、研究综述二、研究综述

学习投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国外被提出。学习投入领域较常运用的是

由Fredricks等学者提出的三维度理论框架，既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

（Fredricks et al，2004）行为投入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特定行为；认知投入是

指元认知和学习策略的运用；情感投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中的情感体验和情绪

反应。（Kuang，2019）伴随着在线学习的发展，学习投入研究开始转向在线学习

投入领域。在国内，对于在线学习投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影响因素的研究。

此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在线学习投入的策略提升研究、模型构建研究

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的研究。 
学习绩效是衡量学习者学习成果的指标。（Zhen，2013）目前，国外学者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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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绩效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包括学习绩效的定义和内涵及影响因素等研

究。而国内早在2005年就有关于学习绩效的研究，但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且

大多是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但随着近年来教育科技的发展，国内有学者开始

对在网络环境、在线教育情景等条件下的学习绩效研究，大多聚焦于大学生等

群体。其中不少国内外研究表明，学生学习投入是学习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

并对学习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研究生群体在线上学习的效果如何？在线学

习投入与学习绩效是否仍呈正向影响的关系？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对研究生

在线学习投入、学习绩效的情况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探究。

三、研究设计三、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1）高校线上教学中研究生在线学习投入和学习绩效情况如何？

（2）高校线上教学中研究生在线学习投入和学习绩效的关系如何？

2. 研究对象

以东北地区某高校英语学院173名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教师建立课程微信

群组，在线指导学生登入学习通在线学习平台进行线上学习并分享学习资源。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是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混合式研究方法。主要通过问

卷调查对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投入、学习绩效进行测量，再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来

补充说明量化数据。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经信度检验，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问卷第一部分用于了解被试线上学习基本情况。第二部分用于测量在线学习投

入，题目改编自李爽等人编制的“远程学习投入量表”（Li et al，2015），基本符

合本研究对在线学习投入测量的需求。第三部分用于测量学习绩效，该部分题

项改编自龙成志等人设计的学习绩效测量问卷（Long et al，2017），修改后的指标

包括三个维度：研究生课程知识的掌握、学习动机的变化以及研究生学习能力

的掌握。问卷于一个学期结束后通过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在线上发放和收集，

最后共回收169份有效问卷。本研究利用SPSSAUv20.0统计软件对回收的问卷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相关关系分析。

本研究还通过目的抽样对五名研究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根据研究问题，

访谈包括三个方面：线上学习中的困难、感受和收获。

四、结果与讨论四、结果与讨论

1. 在线学习投入和学习绩效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的平均数结果来看，学习投入总水平为3.550，行为投

入为3.865，情感投入为3.454，认知投入为3.408，三个维度中行为投入相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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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认知投入相对最低，且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两维度均值差距相对较小，但

与行为投入差距相对较大。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生的在线学习投入表现良好，

其行为投入表现最好：大部分同学基本都能够按时参加网络课程以及完成在线

学习任务，且一半以上的同学在线上学习中都采用了一些积极的学习策略，另

外，大部分同学在线上学习中没有产生较大的负面情绪且较快地适应了这种学

习模式，也能够使用一些学习策略或元认知策略，例如做笔记、制定学习计

划。该研究结果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生群体基本能较

好地适应线上学习。

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还可以得知被试研究生的学习绩效的平均值，为3.543，数

值较高。因此可以看出研究生在线学习中的学习绩效表现良好：大部分同学都

认为自己能够较好地掌握所学知识，完成学习任务以及期末考核；一半以上的

同学在线上学习中得到过外界的支持并保持较好的学习情绪，且能够克服不良

的学业情绪；部分同学认为自己的学习科研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学习创新

能力有所增强。由此说明被试对在线学习中基本都能够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2. 相关关系分析

在线学习投入与学习绩效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学习投入总水平与学

习绩效呈现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值r分别是0.889。其三个维度行为投入、认知投

入、情感投入与学习绩效，均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值r分别为0.453、0.681
、0.606，其中认知投入相关系数值最高，行为投入相关系数值最低。

数据结果表明被试研究生们在线上学习中的学习投入与学习绩效呈显著

正相关，其中情感投入、认知投入分别与学习绩效呈中度相关，而行为投入与

学习绩效呈低度相关。访谈中也有谈及在线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由

于线上教学能够更方便地对课堂内容进行截图或截屏等方式保存，因此我会课

后花更多时间对保存的课堂内容进行整理和回顾，在考试之前也有利于我的复

习”“有时老师需要确保学生的出勤和学习专注度，会比线下更容易抽同学回

答问题，因此我在课上会更紧张，注意力更集中，学习效果比线下更好”。由

此可以看出，学生们在线上学习投入程度越高，其各方面的学习效益都会显著

提高。并且，在线学习投入中的认知投入以及情感投入对学生在线上学习中的

学习绩效影响相对更大。由此说明在正常地参与在线学习活动的情况下，保持

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情绪反应以及使用多种认知策略或元认知策略有利于克服线

上学习中的学习困难并提高学习效益。该结果与大多数学习投入和学习绩效关

系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3. 教学建议

通过问卷开放性问题和访谈可以看出，自主学习能力弱、网络技术及设备

调控、学习反馈不及时等问题都会影响学生的线上学习体验，从而降低学习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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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的课前准备和清晰、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是良好的线上教学效

果的基础。教师需要针对线上教学特点改进教学方案。教学模式、方法和内容

要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改进，以达到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最优利用。提高学生

在线学习投入的关键在于把握完整全面的课程目标并设计丰富且目标明确的课

内外学习任务。

第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提高线上学习效果的基础。教师需要制定合理

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同时提供自主学习策略和练习，通过线上学习平台随时掌

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进行疑难解答、监管督促以及学习反馈；另外，适当

的奖励机制也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第三，高校需要提供支持和帮助以建立完善的线上或混合式教学机制。校

园网络提速，网络错峰教学等政策可以有效地改善线上教学延迟卡顿等不良情

况。作为教育信息化的前沿阵地，高校应该不断加强基础硬件建设，重视教师

教育信息素养的培养，提供丰富的线上教学培训和支持。

五、结语五、结语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对东北某高校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在线学习情况进

行了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被试群体的在线学习投入和学习绩效情况以及二

者关系，并通过访谈深入挖掘原因。结果发现英语专业研究生基本能适应线上

教学，提高线上学习体验有利于学习绩效的提高。本研究有利于帮助研究生克

服线上学习中的困难以及为开展线上教学或混合式教学提供实践依据和指导。

但是，本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局限：一方面，对在线学习投入各维度和学习绩效

的测量仅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还不够严谨和深入，未来研究还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另一方面，研究样本对象单一且数量较少，不具有代表性，未来还需通

过更大规模和特点的样本数量来完善和优化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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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o better know about postgraduat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situation, the re-

search investigate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performance of postgraduates by con-

ducting a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line learning engage-

ment and performance were above average. The research aims to better help postgraduates 

overcome the online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provide practical basis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teaching on Blend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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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I. Introduction
As Qian Zhongshu once said, “We are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incom-

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and friend.” They have enjoyed tremendous reputation not 
only for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but also for their translation achievements. 

Concern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the current academic trending, numerous 
explor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ir literature achievements while little light has 
been shed on the translation field. Thus, this paper aims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distinct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Structurally, this paper mainl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ends 
to simply evaluate the similarities. Then, the concentration will be shifted onto the criti-
cal differences in their major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and their personal beliefs. Finally, 
this paper ends with a comprehensive conclusion of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LUO Jinglei①   HUANG Jiefang②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glimmering couple have engaged themselves into the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lived a romantically immersing life and accom-

plished numerous sets of translated works in a mutual-supported way. Notwithstanding, 

each of them conducted transla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stinct principles and proposed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 theories. Delving into their translation theories,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ealing with two languages can be perceived and concluded. On balanc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comes to min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limmering 

couple in the aspects of their major translation thoughts as well as personal beliefs in the 

translation.

[Keywords] [Keywords] Qian Zhongshu; Yang Jiang; Translation Theories; Personal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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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Main PartsⅡ. Main Parts
1. Similarities
Two talented people met, acquainted, and proposed the marriage within 3 years. 

Consequently, their perspectives towards translation have been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 For instance, both of thei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put the emphasis on the re-
ception of targeted readers. 

More concretely, they conducted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reader-ori-
ented principle, also known as domestic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grasp the exact information behind the literal meanings or forms and required to transfer the 
messages or spirits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argeted language in an accessible way. 

2. Differences
(1) Translation Theories
Although they shared a romantic and affectionate two-way life, notwithstanding, 

they remained individually distinctive in their translated works and translation methods.
Comparatively, they similarly attached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pieces whereas thei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differ in detailed aspects. Below 
comes the respectively specific perception of their theories. 

Though Qian Zhongshu seemingly remains little excavat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Qian’s propositions on translation feature 
as a remarkable mileston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Above all, Lin Shu’s Translation gives us an all-rounded overview of Qian’s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ory of sublimation”, firstly mentioned in Lin Shu’s Translation, is one of the 
crystallization of Qian’s translation concepts, which has been acclaimed as the highest 
ideal realiz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Yu & Zhuang, 2021). Several comprehensive stud-
ies have suggested that Qian’s sublimation underlined the essentialities for translators 
to guide induction, evade error, realize sublimation, ultimately to break the barrier be-
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ed language. Basically, the theory encompasses 
three key elements—the sublimation (化), the enticement (诱) and the misinformation (
讹).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ian, “sublimation” or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George 
Savile)” has been viewed as the optimal state or so-called consummation of translation. 
Additionally, Qian also creatively coined the term “misinformation (讹)” as the opposite 
state of sublimation, which emerges 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ed language stretches too long, out of translators’ capability. Below comes an 
application of Qian’s translation theory.

Original: 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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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

也。(Qian, 1984: 541)
In pursuit of the essence of sublimation, he injected additional “行行” in the trans-

lation of “in separation”, which actually didn’t be demonstrated in the original context 
(Xin & Guo, 2018). It is the diverging point compared to Yang’s work as he is renowned 
for the advocacy of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by adding new 
words or changing the original forms.

With regard to the search of Yang Ji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com-
pared to Qian, a pundit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article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Yang focused on the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especially the literature mas-
terpieces in Spanish and French. Delving into her translation thoughts, she proposed a 
completely new concept of translation called “Translaticity (Xin & Guo, 2018)” which 
refers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for one language transferring to another based on the stan-
dards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Besides, she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translation with low translaticity goes to literal translation, while to a large extent, the 
opposite goes to the free translation. To gain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here comes a com-
paris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①　……你为什么不去召唤那个最忠实的朋友在朋友中太阳所看见的,或黑

夜所掩盖的?
②　……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位忠实的朋友叫来呀?比他更忠实的朋友,太阳

没照见过,黑夜也没包藏过!
The first version strictly conforms to the original form and structure, hardly moving 

from the original. It is an example of the translation with low translaticity. While the lat-
ter one bears high translaticity and conveys the deeper information and emotion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in a flexible sentence structure.

(2) Personal Beliefs in Transl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such individual attachments as beliefs or faith can be embodied in 

their translation theories. Besides the major components in the “Theory of Sublimation”, 
Qian imbued Buddhism into his perception towards the translation. Far more beyond the 
superficially literal understandings, “sublimation” is a word with complicated connota-
tions, involving two major implications—“metamorphosis” and “metempsychosis” (Yang, 
2019). The latter one actually i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in Buddhism, which advocates the 
state of detachment and thoroughness. Thus, the gist is that the final version of translation 
is expected to be a work of thoroughness in meaning and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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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trast, personally deeply edified by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Doctrine of 
the Mean as its core, Yang embodied the entrenched Confucius mindset in her transla-
tion. She inventively compared the “Translaticity” with the stat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More concretely, the consummation of in-textual and ex-textual information in 
translation resembles the balance point in pursuit of harmony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surroundings. Besides, the Confucianism also thinks highly of the precious quality called 
“Cautiousness (慎独)”, namely the self-supervision and self-restraint, which fully por-
trays Yang’s lifelong involvement in translation. For instance, Yang has translated 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 for several times, one for the Spanish version, another for the 
French version. By doing these, she gained high proficiency of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so 
as to reach the nearest version to the original one. Conclusively, she regarded translation 
as an issue transcending the linguistic level, correlated with the moral aspects such as the 
the cultivation of faith, morality or the self-actualization.

Ⅲ. ConclusionⅢ. Conclusion
Herei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ough, in view of their 

achievements and golden rules concerning the translation,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are deservedly hailed as the illustrious forerunners of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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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翻译学国外商标翻译的基于生态翻译学国外商标翻译的
“三维”转换探究“三维”转换探究

一、引言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商标宣传是各公司品牌获得市场的重要途径，

也是传达商品价值的有效手段。对于海外商品而言，成功的商标翻译能够使其品牌

在国内市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销售量。

由于这一市场需求的客观存在，学界对商标翻译的研究也日趋升温。许多学

者纷纷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来研究国外商标翻译：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分析翻译目

的（冯小春，2009），目的论视角下分析汽车品牌名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策略（王艺

芳，2015），有学者通过分析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念、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道德与审

美心理等来探讨服装商标翻译问题（孙艳霞，2009）。观察可见，目前国内对于各类

商标翻译研究大多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美学理论，目的论等，而依据生态翻译

学理论的研究较少，有学者基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研究商标翻译在语言、交际、文

化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张贞贞，2014；王雪芹，2020）。此外，生态翻译学理论

在文学翻译作品中应用较为广泛，但在商标翻译领域中却并未得到重视。

生态翻译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以全新的方式研究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在

翻译生态中，译者通过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使原文与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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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发现“三维”转换理论对国外商标汉译能够起到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翻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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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达到平衡。生态翻译学包含了多维度转换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译者在运用翻译

策略的同时，运用三维度的翻译理念，进而寻求最适合目的语的翻译。由此可见，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商标翻译，不但能够为商标翻译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

导，而且可以使其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创新性，为未来的商标翻译创造更广阔的研

究前景。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以国外化妆品、汽车、服装三种商标

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国外商标英译汉翻译方法

及其语言、交际、文化三维度的转换，分析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于国外商标翻译策略

的指导意义。以期对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商标英译汉翻译实践有所帮助和借鉴。

二、不同翻译策略在商标翻译中的运用二、不同翻译策略在商标翻译中的运用

商标翻译作为一种实用性强且传播广泛的应用文体，在翻译过程中也要考虑

其生态翻译环境。为了更清楚地进行研究，笔者先梳理不同翻译策略在商标翻译

中的运用情况，得出主要有以下几种：1. 直译法。这种翻译方法是直接将商标的意

义翻译出来，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如“Land rover”译为“路虎”。2. 音译法。这

种翻译方法使译名的发音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发音，并且找到与其发音相似的汉语

字词来代替，以2-3个汉字为宜，最多不超过4个字，简短有力，符合汉语的特点。

如：“Armani”译为“阿玛尼”。还有以人名命名的商标也使用音译法，如“Lincoln”
译为“林肯”。3. 音意结合法。这种方法是指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来进行

翻译的方法。如：“Safe guard”译为“舒肤佳”。4. 意译法。意译法是根据句子本身

的含义选择恰当的意思来表达。如：“Paul Frank”译为“大嘴猴”等。

本文随机选取60个国外化妆品、汽车、服装品牌商标及其翻译作为研究对

象，这三种品牌商标的消费者群体广泛，研究结果更能够体现消费者意图。并且同

时研究三种商标翻译更方便对比其中的区别与联系，进而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研究对象的选取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在文献，期刊，论文等书面资料中搜集具

有研究价值的商标名及其翻译；其二是利用软件、网站等检索。如美妆产品软件：“

美丽修行”，网站：“太平洋汽车”、世界著名服装品牌大全_标志网。并对检索出的

商标汉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如下图。

                       图1：国外化妆品商标英译汉的翻译方法

75%

8.30%

6.70%

5%
5%

音译法

直译法

意译法

音意结合

49%

30%

13%

8%

音译法

意译法

谐音改译法

音意结合法

73.30%

11.70%

8.30%

6.70%

音译法

直译法

音意结合法

意译法



东北亚外语论坛 NAFLS（ ）

124

　　　　　　　图2：国外汽车商标英译汉的翻译方法

　　　　　　　图3：国外服装商标英译汉的翻译方法

三、国外商标英译汉翻译的实现维度三、国外商标英译汉翻译的实现维度

1.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具体包括语言，交际，文化三个维度的适应性转

换。由于中西方语言有很大差异，语言维度的转换应主要注意两方面,一是用词是

否准确,二是语法是否得当；在文化维度的转换中，需要译者充分了解不同文化的背

景知识，考虑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含义,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意识；

交际维度的转换是指译者需要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如

展现企业理念、产品功能定位等。

2. 商标翻译的三维转换

基于理论框架将翻译样本分类，观察发现商标翻译实现维度共有五类，分别

为实现了三种维度、实现了语言和文化维度、实现了语言和交际维度、仅实现了语

言维度以及没有实现任何维度。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能够体现语言维度的商标翻译数量最多，说明译者在翻

译时注重用词简单易记，新颖独特；在体现语言维度的同时，化妆品商标翻译更注

重文化维度（20%），考虑双语文化的内涵，而汽车和服装商标翻译则更注重交际

维度（23.3%、31.7%），考虑译文是否能够展现企业创始理念，产品功效及优势等。

有30%的化妆品商标翻译能够实现三个维度转换，在每种类别中也都有大概10%
的翻译没有实现任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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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标翻译方法及三维转换的案例分析四、商标翻译方法及三维转换的案例分析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三个不同领域品牌商标中分别选取了几个典型

的翻译案例进行定性分析，具体分析其译文实现的维度。

1. 成功实现三维转换理论的案例

品牌的知名度离不开其商标翻译的成功，这些成功的翻译在实现多个维度的

适应选择与转换中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法国的品牌L'OREAL（欧莱雅），名字来源于希腊语“OPEA”，是美丽之意。从

翻译方法来看，其采用音译法，语言浪漫唯美，风格独特，语言形式上符合汉语的

特点，实现了语言维度转换。“欧莱雅”品牌主要生产染护发、护肤系列产品，其创

始人从植物中萃取出了染发的主要成分。而翻译的“莱”字带有草本的含义，较好

体现了品牌本身注重绿色，植物的理念，实现了翻译的交际价值。

从文化维度来看，“欧”体现了其品牌来自欧洲，具有西方的文化气息，“莱”

和“雅”则更符合汉语的文化风格，两种风格的结合更能使消费者读出其品牌的文

化理念。

德国品牌Mercedes-Benz（梅赛德斯-奔驰），“梅赛德斯”取自其汽车经销商

美丽的女儿的名字；美国品牌Hummer（悍马）是七十年代末期美国军方使用的军

车，现多用来生产通用汽车及越野车。从翻译方法上来看，这两个品牌都采用了音

译法，符合汽车品牌名称的特点，也符合汉语的特点，实现了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

与转换。

从交际维度来看，“奔驰”直观地和“奔跑”“驰骋”联系起来，让消费者有画

面感，从而实现交际维转换的成功。“悍马”中的“悍”字在汉语里是“勇敢、勇猛”

的意思，同样能够直观地表现出越野车的用途，给产品一个正确的定位。

从文化维度来看，“悍马”中的“马”字是因为中国人喜欢马，马是速度和激

情、吉祥和完美的象征。翻译商标时很好地了解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从而实

现销量。

Reebok（锐步）是美国一流的健身品牌。在翻译时采取了音译法，但在选汉字

时很好地发掘出了它的字词意义，两个字，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实现了语言维度转

换。在交际和文化维度方面，“锐步”也体现了体育服饰的结实与耐用，也蕴含了中

国人对于身体健康、健步如飞的美好愿景。

2. 忽视三维转换理论的案例

在研究相对失败的商标翻译中发现，许多翻译仅仅做到了单一维度的转换。

Nivea（妮维雅）的翻译采用了音译法，仅关注了语言维度，做到译文的语言表

达得体，却没有体现出在文化和交际维度下的适应选择与转换。“Niveous”的意思

是雪白的。但是在翻译时，只是单纯翻译为“妮维雅”，并未在名字中体现出“雪白

的”的意思，也没有其作为化妆品品牌的功效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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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ani（帕加尼）是著名的意大利超级跑车品牌。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仅仅采

用音译法将其译成了“帕加尼”三个字，虽说做到了语言简短明朗，但却很难让人

们将其与拥有极致性能、价格昂贵的跑车联系到一起，没有体现出交际和文化维

度。

Gap（盖璞）是一个美国平价时装品牌。作为美国最大的服装集团之一，Gap的

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含男装、女装、宝宝装等，十分贴切“Gap”本身的意思。然而

在翻译时将其音译为“盖璞”，完全让人不能理解。在国内，消费者了解Gap品牌，

却没有听过它的中文名字，可以看出这个商标翻译是有些失败的。

通过以上几个较为失败的翻译案例，可以看出一些商标仅仅做到了实现单一

维度的转换，而不能够做到三种维度的转换。这将导致有些品牌在国外享有盛誉，

但由于商标翻译较为失败而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很低，没有得到国内消费者的青

睐。因此，在商标翻译过程中做到三个维度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

五、结语五、结语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发现，由于英语和汉语各方面的显著差异，对待不同的商标

需注意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三维”转换是翻译整个过程中的三个不同方面，而

非各自相互独立。因此，译者要考虑商标翻译的整体生态翻译环境。在语言维度

上：使用简单易记，新颖独特的汉字，解释源语的字面意义。在交际维度上：商标

翻译展现企业理念，制作原料，产品功效及优势。在文化维度上：保留源语的文化

内涵和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意识。在“适应性选

择”过程中努力地进行最佳转换，力求达到最理想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

文，实现商标翻译的最终目的。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文章选取的语料数量有限，未使用现代化研

究工具进行更庞大系统的搜集与分析，且影响商标翻译的生态环境(如译者、消费

者、品牌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适应选择的因素也是多元化、复杂的。

如今，各大知名企业都希望能够拥有一个雅而不俗的商标名，更注重商标的汉

译，以期吸引更多的中国消费者。生态翻译学为国外企业带来了一个全新视角，译

者通过实现语言、交际、文化维度转换，最终实现译文的最佳适应整合，能够对品

牌吸引消费者，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对翻译实践教学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生态翻译学主张以译者为中心，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

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因此在未来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要实现以上三种维度

的转换是对译者本身的极大考验，译者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要灵活地做出最

佳的适应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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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use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the foreign trademarks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Meanwhile, the three-dimensional eco-environment and transforma-

tions of trademark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mote trademarks’ transl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theory plays an effective guiding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trademarks.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chosen to realize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to attract consumers. The present study is creative 

because it uses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ree-dimensional environment and transformations of foreign trademarks’ translation.

[Keywords]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heory; foreign trademarks’ translation;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An Interpretation on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of Foreign Trademarks' 
Translation Based on Eco-transl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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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2021 NALLTS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NALLTS), 
launched b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ims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level of Northeast Asia area. 
NALLTS has been supported by many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England, America, South Korea, Japan,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NALLTS 
has been warmly welcomed by the universities in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thu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which includes Zhang Shaojie (Chairman), Yang Jun -feng, Liu Yong 
bing, Li Zhengshuan, Ma Zhanxiang, Zhou Yuzhong, Dong Guangcai, Yang Yue, Yuan Honggeng, 
Jiang Yufeng and Wen Xu as vice Chairmen. They are all the deans of schools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orking as the standing directors. 

2021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2021NALLTS) and the First Oriental Forum on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FLE) was 
held in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on September 17th, 2021. 2021NALLTS is hosted by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COSFLE,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More than 
500 experts,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ers of basic 
education from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presented the international CPCI-
SSH conference papers. Six experts at home and abroad made keynote speeches. Many representatives 
read out the abstract of the papers at this conferenc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21NALLTS was presided by Zhang Shaojie, Chairman of NALLTS 
and he also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Professor Zhu Junyi, president of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delivered the welcome speech. Qiao Yuquan,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as invited to deliver a speech. The forum invited six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to deliver keynote speeches and a number of scholars read out the abstracts of their papers. The 
topics covered Linguistics,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Theories and System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 Teaching,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etc. Prof. Li Li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Prof. Zhang Shaojie from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of. Zhang Lianzhong(chairman of COFLE) 
fro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Prof. Li Zhengshuan fro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KIM 
HAERYEONG and Lu Guishi delivered the keynote speeches and the titles of the speeches were 
"Towards the Glocalization of TEFL in China",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eacher-oriented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Fro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Dramatic Features in John Donne's Poetry", "Comparison of the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in Online and Offline Class ", "日本語教師の学習者の認知スタイルの把握の重要性 ―多技能総
合型授業への期待—"。

Prof. Li Zhengshuan fro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announced the list of awarding papers of 
2020NALLTS, Luo Wenjing, Zou Hong, Yang Jing, Shi Xuanzhi and other 10 winners were awarded. 
Dr. Ding Junhua, Secretary General of NALLTS, presided over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delivered the 
closing spe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