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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元语言视阈考察《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中的“ 南方情结”
陈亚玲，伏飞雄
（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摘

４０１３３１）

要： 在福克纳的一生中，《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表达的“ 南方情结” 最成熟，批判性最强。 学界的讨

论忽视了其中的微妙复杂性，存在把“ 写作作者” 与叙述者、人物混为一谈的现象。 从文化元语言考察，在对
待“ 南方情结” 的态度上可明显区分出三类南方人：第一类以老一代小镇人、黑人为代表，其“ 南方情结” 属于
狭隘的地方主义，盲目维护旧南方的一切；第二类以新一代小镇人即叙述者“ 我们” 以及艾米丽为代表，其
“ 南方情结” 包含了对旧南方的部分批判，局限较大；第三类以作者为代表，其南方情结包含对南方文化全面
深刻的批判。 这三类人，大致对应着美国特定时期社会中不同人群对待“ 南方情结” 的现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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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文化

既通过习俗也通过“ 教育” 蕴含于人的生活

是“ 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符号

实践之中，同时也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了

的符码的集合” ，而意识形态就是一种“ 文化

会在新旧交替时期种种力量冲击下所产生的

活动的总集合” ，元语言则是“ 解释符号意义
元语言” ，它既控制或引导人的思想，也指挥

深刻的影响 ［２］ 。 “ 南方情结” 是美国南方社
一种地域性异常强烈的意识形态。 新旧交替

着人们运用这些思想进行社会实践，正因为如

时期的美国南方，各领域的意识形态冲突开

此，意识形态等文化元语言往往成为文化的评

始显现，旧文化元语言遭到冲击，这带来多重

价体系①［１］ 。 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现象往往需
要回到文化元语言层面才能得到根本解释。

文化元语言具有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和普

后果：一方面，旧文化元语言“ 全覆盖” 幻象
被打破 ［１］ ，不少南方人意识到曾经习以为常
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开始

遍化特征，凌驾于一切主体之上，以日常生活

反思旧南方；另一方面，具有惯性的文化元语

中的习俗、传统、制度等形式，活在所有人的

言之自然化下的权力关系，依然在人们的意

意识，尤其是集体无意识之中———文化元语
言基本属于文化传统中深层结构的部分，它

识，尤其是潜意识中发挥作用。 那些意识到
了南方社会不合理之处的南方人，依然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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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制于旧南方的文化元语言。 他们对现实
束手无策，难以作出实际改变，于是只好把目
光投向过去，在回忆中不断美化旧南方。 当
然，在面对南方新旧文化元语言的历史大冲突
中，还有一类南方人，他们不管风吹雨打，盲目
粗暴甚至残酷地捍卫旧南方的一切。 “ 南方

相传、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不
合理 ［５］３５ 。 他自觉地与旧南方保持距离， 超
越了前两类人的局限，在创作中完成了对旧
南方问题的高度反思和深度批判。 这一点尤
其体现在他 １９３０ 年创作的《 献给艾米丽的玫
瑰》 这个不朽短篇中。 该作是他“ 南方情结”

情结”一旦形成，也反作用于南方人的观念与

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既对旧南方问题进行了

日常生活，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南方人的日常行

深度批判，也实现了对前两类南方人的批判，

为与社会实践中，形成一种南方文化。 旧南方

直到对曾经的自己的批判。 下文将具体考察

文化元语言以“ 南方情结” 的面纱，在南方人

这个文本对三类南方人“ 南方情结” 的反思

的心理和生活中不断重复与加强。

与批判。

具体来说，当时美国南方人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南方人没有摆脱原有文化元语言的支
配，其“ 南方情结” 属于激进的地方主义，盲
目维护旧南方的一切。 当时美国一般南方人
就属于此类。 他们对现实不满，对旧南方充
满怀念，在回忆和叙述中不断美化旧南方的
生活方式和战前短暂的繁荣，赞美南方将士
在内战中的英勇表现 ［３］７ 。 第二类南方人对
文化元语言的束缚有所突破，其“ 南方情结”

属于保守的地方主义，对南方问题有一定的
反思和批判。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作家群就是
其代表。 他们对旧南方的社会、文化有所批

一、老一代小镇人和黑人的“ 南方
情结”
在小说文本中，全体小镇人按其 “ 南方

情结” 受旧文化元语言影响程度的不同，分
为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两代人对艾米丽的
态度明显不同。 新一代小镇人就是后文要讲
的属于第二类人中的叙述者，这里先分析老
一代小镇人的“ 南方情结” 。 完全受旧文化
元语言支配的第一类南方人，包括老一代小
镇人和黑人群体。
老一代小镇人最鲜明地代表了第一类南
方人。 文本一开头就说小镇人眼中的艾米丽

一个具有独立思想、意识形态、宗教和经济体

小姐是旧南方的“ 纪念碑” ，是“ 传统的化身，

制的南方。 他们依旧强调田园价值，渴望回

的情感，代表了他们对旧南方的情感。 文本

判，却将南方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渴望建立

到过去，幻想着一个田园诗般的旧南方

［４］４３６

。

这注定了他们的反思与批判存在较大局限。
第三类南方人已极大限度地摆脱了旧南方文
化元语言的束缚，在理性与情感层面上基本
实现了对旧南方的全面深刻批判，福克纳就
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现实生活中长期发生
的尖锐冲突与冰冷残酷，使福克纳抛弃了对
旧南方的简单温情模式，揭开了旧南方文化
元语言的虚假面纱，深刻地意识到这种世代
· １３７·

义务的象征” ①［６］４１ 。 老一代小镇人对艾米丽
中的 三 个 事 件， 最 能 表 现 他 们 的 “ 南 方 情

结” 。 首先是纳税风波。 文本一开头就说，
“ 镇长沙多里斯于 １８９４ 年豁免了她一切应纳
的税款” ，并且“ 这也不是说艾米丽甘愿接受
施舍，而是沙多里斯上校编造了一大套无中
生有的话，说艾米丽的父亲曾经贷款给镇政
府” ，所以这不但是“ 全镇沿袭下来对她的一

种义务” ，也是因为“ 镇政府作为一种交易，
宁愿以这种方式偿还” ［６］４２ 。 其次，在臭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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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里，“ 全体参议员———三位老人和一位年

的处理较为独特，一些论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法官认为不能“ 当着一位淑女的面说她那儿

象塑造去探寻福克纳的“ 南方情结” ，没有深

纪较轻的新一代成员一起开会” ，八十岁的
有难闻的气味” ，于是派人夜里偷偷去艾米
丽家的草坪撒石灰

［６］４４

。 最后是艾米丽的瓷

器彩绘课。 在艾米丽四十岁左右的六七年，
“ 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时代人全都把女儿、孙

但都只是围绕人物外部，通过分析托比的形
入挖掘他们自身的主体意识状态，也没有看
到文本中其他黑人的情况，从而落入了对一
般南方人理解的陷阱，即把他们的处境意识
浅表化，把他们视为完全被动的客体。 然而

女儿送到她那儿学画……简直同礼拜天把她

深入分析他们的文化元语言意识就会发现，

们送到教堂去，还给她们二角五分钱的硬币

事实并非如此。

准备放在捐献盆子里的情况一模一样” ［６］４９ 。
老一代小镇人对艾米丽非常尊敬，她的一切
事都是镇上的大事。 他们将她视为旧南方的

托比对艾米丽的态度集中体现了他盲目

的“ 南方情结” 。 他一生都在尽职尽责地照
顾艾米丽，负责她的饮食起居，甚至帮她掩盖

精神化身，虽然她的生活已然衰颓、寥落，仍

杀人的真相。 托比作为黑人，他的“ 南方情

不惜以委婉的方式努力维护她的生活，维持

结” 比一般南方白人更盲目。 在旧南方的文

她的体面与尊严。

化元语言中，贵族阶级处于权力关系的金字

老一代小镇人对艾米丽毕恭毕敬，源于

他们内心深处狭隘的“ 南方情结” ，他们完全

塔顶端；一般南方白人受到贵族阶级的支配
和压迫，位于金字塔的中部；黑人则受到所有

被旧南方文化元语言的力量支配。 南北战争

白人的残忍压榨处于最底部。 可以说，南方

后，种植园经济溃败，贵族特权失去了现实的

旧文化元语言以温和的准制度形式压迫着一

土壤，贵族阶级消失，但旧文化元语言仍旧发

般南方白人，却以不加掩饰的血腥制度奴役

挥着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和普遍化，在老一代

着黑人，黑人受文化元语言的影响最惨痛也

小镇人的观念中保有强大的惯性，渗透在他

最内在，几乎把它完全合法化了。 艾米丽作

们的生活方式中，使他们集体有意识或无意

为没落种植园贵族的后代，已丧失了蓄奴的

识地维护艾米丽的特权。 他们动用一切力量

现实条件，但托比的“ 南方情结” 使他甘愿无

掩耳盗铃、我行我素、自然而然地按旧南方的

声无息、忠心耿耿地服侍艾米丽，自愿退后为

传统生活。 “ 他们把按数学级数向前推进的

旧南方的奴隶。

时间给搅乱了……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越来

另外，有论者注意到托比的沉默，却忽略

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广袤的连冬天也对它无

了文本中其他黑人的沉默。 除托比外，文本

所影响的大草地。”

［６］５０

时间在他们那儿停滞

中还提到了被老镇长沙多里斯下令“ 不系围

了，艾米丽的特权天经地义。 不言而喻，只要

裙不许上街” 的黑人妇女、建筑公司带来修

艾米丽如过去那样，高高在上，受人敬仰，他

路的黑人劳工、给艾米丽拿药的黑人送货员。

们就能在对她的自发维护中回到过去。

这表明，在奴隶制已被废除的新南方，黑人的

黑人是文本中第一类人中另一个重要群

实际处境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他们依然生

体。 在福克纳的作品中，种族问题是他关注

活在压迫中：除黑仆身份的托比外，黑人妇女

的重点。 《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对种族问题

的价值局限于传统的保姆；男性黑人要么是
·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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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骡子、机器” 并列，在白人工头的辱骂下
干体力活，要么是在白人的领导下做些无关
紧要的工作，如药店送货员。 在文化元语言

己幸福的勇敢尝试。 她的“ 南方情结” ，包含
了对旧南方文化元语言对贵族女性不合理要
求的抗争。

的渗透下，黑人的“ 南方情结” 自然生成，所

可叹之处在于，也是在爱情事件中，艾米

受的不公平待遇被不断自然化和普遍化，对

丽表现出了自身“ 南方情结” 不可克服的局

白人的压迫无动于衷。 他们似乎甘愿成为白

限性。 为了维护爱情，她勇敢得可以不顾所

人生活的背景板，是“ 仆人” ，是“ 骡子” 。 这

有人的看法，却无法改变荷默的想法，更无法

种刻在骨子里的奴性，正是文化元语言的可

正视与改变自己身上一些落后的旧南方文化

怕之处。 它不仅使权力关系中的压迫者毫无

观念。 她既被外来者吸引，又被外来者折磨。

道德压力地欺压他者，享受特权，也使被压迫

荷默在北方文化元语言中成长，追求及时行

者心甘情愿地维护这种不平等关系，甚至引

乐，对艾米丽的痛苦视而不见。 就此而言，荷

以为豪。

默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艾米丽在处理他

二、艾米丽与叙述者的“南方情结”
文本主要人物艾米丽和叙述者，属于部
分受南方旧文化元语言支配的第二类南方
人。 艾米丽对旧南方文化元语言有一定的反
抗。 在旧南方的贵族家庭父权制下，女性处
于受支配的地位。 长期以来，在小镇人的印
象里，艾米丽和她父亲的关系就如同一幅画：
“ 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
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
丽，手执一根马鞭。”

［６］４５

们之间的冲突时过于单面化，没有在与荷默
的困难相处中查找自己的问题。 旧南方的贵
族教育，使她养成了偏激地追求尊严的性格，
“ 她把头抬得高高的……仿佛她比历来都更
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
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

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６］４７ 。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不惜杀害了荷默。
旧南方贵族父权专制之下，她既是受害者，也
是不自觉的维护者。 她不容许自己犯错，不

艾米丽成长在父亲

容许别人看她笑话，她渴望掌控一切。 此外，

马鞭的保护之下，但这种保护既赶走了她年

她难以割舍种种特权，包括镇长的免税、黑仆

轻时的追求者，驱逐了她的幸福，也是对她的

托比的照顾等等，也表明她无法从根本上摆

警告，迫使她必须成为“ 南方淑女” ，永远乖
巧地活在父权的阴影之下。 父亲去世后，艾

脱旧南方文化元语言的羁绊。

文本叙述者“ 我们” ，是第二类南方人的

米丽逐渐觉醒，开始对旧南方文化元语言有

直接体现。 学界论者一般认为“ 我们” 代表

所反抗。 她剪短了头发，与北方佬荷默·伯

全体小镇人，系严重误读。 实际上，叙述者的

隆恋爱。 荷默是南方的闯入者，他给在旧南
方文化元语言中苦苦挣扎的艾米丽带来了生
机。 面对小镇人的议论纷纷、牧师的拜访、贵
族堂姐们的极力劝阻，她依旧我行我素，不为
所动。 应当说，艾米丽与荷默的恋情，是她摆
脱父亲阴影，摆脱“ 南方淑女” 陷阱，追求自
· １３９·

“ 南方情结” ，与老一代小镇人相去甚远，它
只包含了新一代小镇人———包括暗含的曾经
的“ 我” 。

叙述者“ 我们” 是一种集体人格，既是故

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 文本一开
头 就 制 造 幻 象， 说 “ 我 们 全 镇 的 人 ” （ 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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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ｌｅ ｔｏｗｎ） 来参加艾米丽的葬礼，似乎表明

议，却不敢与之正面交锋。 在去艾米丽家拜

叙述者是全体小镇人集体，进而试图用集体

访之前，“ 我们” 花了三个月时间给艾米丽发

的声音证明自身立场的客观和叙述的可信

通知，在被她忽略后，连夜开会派代表团前去

度，但在文本中又不时露出马脚。 叙述者和

要税。 一群有公职的男性在与她的交锋中，

老一代小镇人对艾米丽的态度明显不同。 深

不管搬出怎样的法律和权力机构，都被她简

入分析前文已提到的三个重要事件可以看

单的几句话打败了。 现实社会中，“ 我们” 新

出，叙述者一边嘲讽老一代人对艾米丽的盲

一代人有法律、权力机构的支持，在人数、性

目维护，一边又洋洋自得于“ 我们” 新一代人

别、年龄上，都比她这样一个年老体衰的女性

比老一代人开明。 纳税风波中，叙述者对艾

占优势，可在文化元语言的阴影下，“ 我们”

米丽免税的特权表示不满。 “ 我们” 对老镇

都失败了。 实际上，“ 我们” 不是败给了艾米

长编造理由给艾米丽免税的做法极不赞同，

丽这个人，而是败给了旧南方文化元语言的

不无贬义地说这理由只有“ 像沙多里斯一代

强大力量。 艾米丽重复了四次“ 我在杰斐逊

的人和他这样头脑的人才编得出来，也只有
妇女才会相信” ；而“ 当思想更为开明” 的第

无税可交” ，正是这种力量的具象表现。 她
作为贵族后裔，象征着旧南方的精神，享有特

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 我们” 对艾米

权似乎天经地义，叙述者似乎也在潜意识中

丽的特权再次表示不满，上门要求她依法缴

认同艾米丽的说法。 所以，从理智上说，叙述

税。 在臭 味 事 件 中， “ 我 们” 不 顾 艾 米 丽 的
“ 淑女” 身份和贵族体面，直接指责她。 一位

妇女提出抗议，让“ 她按法律把气味弄掉” ，
接着一 个 男 人 提 出 意 见， 最 后 参 议 员 中 的
“ 一位年纪较轻的新一代成员” 说“ 这件事很
简 单。 通 知 她 把 房 子 打 扫 干 净， 限 期 搞
好” ［６］４４ ，不然就处罚她。 另外，“ 我们” 对艾
米丽的瓷器绘画课也真不感兴趣。 当“ 新一
代人成为了小镇的骨干和精神” 时，学画的

者比老一代人走得更远，敢于反思既存制度
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但在深层文化结构与深
层情感上，“ 我们” 自身仍然存在较大局限，
无力改变现状。

三、写作作者的“ 南方情结”
《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这一文本“ 写作作

者” ，也就是福克纳，属于极大程度地克服了
旧南方文化元语言局限的第三类人。 学界不

学生长大成人，没有让自己的儿女去艾米丽

少论者没有看到他的“ 南方情结” 的独特性

那儿学画。 可以肯定，新一代小镇人这个群

与高度。

体受旧南方文化元语言的支配已明显减弱，

“写作作者”是写作某一作品时的真实作

他们已在较大程度上走出了它的阴影并伴有

者，从“写作作者” 出发，能从写作角度实证性

反思。 他们对艾米丽已不像老一代小镇人那

地考察“ 写作作者” 与文本的关系，这种考察

样尊敬，并试图依靠法律和权力机构的力量，
取消她不合理的特权。 对老一代小镇人的
“ 南方情结” ，他们基本不屑一顾。

然而，叙述者的相关反思依然存在较大

局限。 “ 我们” 敢于对艾米丽的特权提出异

也可延伸至日常生活中的作者②［７］ 。 下面考
察一下这篇小说“写作作者”的“南方情结”。

《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的创作，正处于福

克纳思想成熟和创作高潮期，体现了他一生

最真诚、最具批判性的“ 南方情结” 。 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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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已明令废除奴隶制，但种族主义的

上文讨论已表明，叙述者“ 我们” 体现了

罪恶依然在南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复

新一代小镇人的声音，但更细致地阅读会发

现，人们对此司空见惯、无动于衷。 在南方，

现，“我们”中也包含了曾经的“我”（曾经的作

黑人依旧受压迫，白人可以对黑人处以私刑，

者）。 应该说，这是这篇小说最高明的地方，

法律对白人也起不了太大约束

［４］１０２

。 甚至于

在福克纳写作该小说的 １９３０ 年代，他所生活
的密西西比州的州长———一个典型的种族主
义者，还直接鼓吹白人至上，粗暴地维护南方
民粹主义传统。 总之，旧南方文化元语言在

即文本暗含了“ 写作作者” 对曾经的“ 我”，即
貌似与这个叙述者群体———新一代小镇人的
“ 我们” 的声音合流的反思与批判。 正是在
这种批判中，福克纳真正实现了对自我局限
的超越。

日常生活中的惯性存在，使种族主义的偏见

这种批判主要通过文本的不可靠叙述来

与暴力继续合理化，多数南方人依然不具有

完成。 不可靠叙述包括“ 全局不可靠” 和“ 局

反思自身和他人日常行为的能力。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福克纳在对待旧南
方文化元语言的问题上，理性超过情感，更加
深刻地意识到它的虚假，感受到南方种种日
常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不合理之处。 他说道：
“ 我们热爱密西西比及其习惯、风俗、土地和
人们，出于这种爱我们已准备并愿意随时捍
卫我们的方式、习惯和风俗……但我们最好
也有所担心———担心我们已经错了，我们所
热爱和维护的，不仅不需要而且也不值得辩
解和爱，况且也无可辩解。”

［４］８６５

部不可靠” ：前者指整个符号文本从头到尾
几乎没有可靠的地方；后者指在整体可靠的
叙述中，存在个别词句、个别段落、文本个别
部分表现出的“ 局部不可靠” 。 这导致叙述
者有时与作者价值观不一致 ［８］２３９ 。 《 献给艾
米丽 的 玫 瑰》 的 叙 述 属 于 “ 局 部 不 可 靠 叙
述” ，“ 写作作者” 与叙述者的价值取向在部

分意义上存在冲突，文本中存在“ 纠正点” 。
而最明显、最强有力的“ 纠正点” ，是结尾处
暴露的谋杀真相。 文本前半部分，叙述者一

他也认识到

直在美化艾米丽的形象：他们坚信荷默和艾

了这种不合理的一些根由：“ 现实生活对善

米丽已经成婚了，“ 一位邻居亲眼看见” 荷默

恶可不感兴趣 …… 人们只生活在现实生活

进入了艾米丽的屋子；也认为荷默的消失是

中，人们的时间也得都用于过活。 生活就是

因为抛弃了艾米丽，离开了小镇；艾米丽买毒

不停的活动……一个人如果要用时间来讲究

药，是为了自杀；艾米丽屋子里的臭味是黑仆

一下道德的话，就势必得从他的活动中硬是

弄出来的。 一直到结尾处，才点穿荷默其实

抽出来。 其实是善是恶，他迟早总得作出抉

早已被艾米丽杀害了。 前半部分的叙述不可

择，因为他第二天要问心无愧过下去的话，他

靠，基本属于叙述者努力美化艾米丽形象的

的良心就非要他作出抉择不可。” ［５］２７１ 这些都

自我催眠。 同时，福克纳也通过设置叙述间

表明，此期的福克纳已经能抵制“ 南方情结”

的冲突，埋下“ 纠正” 线索。 叙述者自我催眠

的脉脉温情，能与日常生活拉开理性观察与
批判的距离。 因此，他能在这篇小说创作中
全面、深刻地反思与批判旧南方不同人群的
罪恶。

· １４１·

式美化不仅虚假，而且虚伪。 叙述者用 “ 纪
念碑” “ 传统的化身” “ 淑女” “ 彩色玻璃上的
天使” “ 贵族道德” “ 神龛里的雕塑” 来形容艾
米丽，给艾米丽蒙上一层高贵的面纱，但也时

陈亚玲，等

从文化元语言视阈考察《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中的“ 南方情结”

不时透露出面纱的脆弱。 叙述者形容艾米丽
的小屋是不合时宜的“ 眼中钉” ，是“ 破败、充
满灰尘和阴影” 的；对艾米丽外表的描写更
是毫不客气，说她“ 肥胖” ，身体“ 像泡在死水
里的尸体” ，眼睛像“ 煤球” 陷在“ 生面团” 似
的“ 肥肉” 中；他们看似关心艾米丽，说关于
她的一切都是镇上的大事，但又在叙述中露

述，使读者在“ 我们” 的叙述中时不时感到前
后矛盾，察觉到“ 写作作者” 与叙述者之间价
值的冲突，从而实现了在让叙述者审视人物
的同时，也带领着读者审视叙述者，审视作者
与叙述者的裂缝，并最终会心于作者对其南
方情结的自我批判。
福克纳曾这样说过：“ 一个作家必须以

出马 脚， 一 会 儿 伪 善 地 表 示 “ 人 们 为 她 难

他的背景从事创作。 我的生活、我的童年是

成口头禅，一会儿又说人们对艾米丽父亲去

背景的一部分，我在其中长大，在不知不觉中

世后的单身独处、失去经济来源的状况“ 倒

将其消化吸收，它就在我身上。” ［３］９７ 的确，现

过” ，“ 对她表示怜悯” ，把“ 可怜的艾米丽” 当
还有点儿高兴” ；一边强调艾米丽家世的高

贵，一边又多次暗示她家族“ 疯癫” 的血脉；
一边为艾米丽的恋情感到“ 高兴” ，一边又瞧

在密西西比一个小镇上度过的，那就是我的

实生活中的福克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小镇
的世俗观念” 和旧南方文化元语言潜移默化
的影响。 幸运的是，他最终觉悟了这种局限，

不起荷默，暗中议论他更喜欢和“ 男性交往，

超越了南方文艺复兴作家们的相关意识。 写

来参加艾米丽的丧礼，老年男子甚至穿上了

们的宣言，他说：“ 进步一旦停止它就死了。

无意成家” ，并等着看她的笑话；全镇人都跑
军服以示尊敬，还相信自己“ 和她跳过舞，向
她求过爱” ，但对她生前最后的处境不甚在
意，叙述者说“ 连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

作这篇小说的 １９３０ 年，他明确反对南方作家
它必须向前，而我们必须带上我们的错误和

缺点的垃圾一道向前。 我们必须克服它们，
我们决不能退回到一种田园诗般的状态，一

；在丧礼上

种使我们自以为没有麻烦和罪恶的状

他们居然毫不尊重地“ 撬开” 了艾米丽楼上

态。” ［３］８９ 显然，福克纳克服了旧南方文化元

的房间，有趣的是，房间里的秘密正好刺穿了

语言的基本局限，没有将南方问题简单化，而

他们虚伪的面纱。 叙述者的这种前后矛盾、

是直面问题本身，承认南方的罪恶。 这种克

表里不一的叙述，正是“ 写作作者” 讽刺的对

服，从根本上说，源于他的思考已经触及到人

象。 通过“ 纠正点” 的设置，“ 写作作者” 暗示

类整体、普遍人性这些更具本质性的层面，立

了叙述者的不可靠，将自身的价值观与叙述

场更高，看得更远，就像他在获得诺贝尔奖时

想从黑人那里打听什么消息”

［６］５０

者拉开了差距。
如此看来，福克纳为文本故事世界设置

的叙述者“ 我们” ，非常具有艺术魅力。 这种
集体化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很具代入感，很
具迷惑性。 一方面，它并不包括老一代小镇
人，另一方面，它又不仅包括了新一代小镇
人，也包括了曾经的“ 我” ，甚至诱使读者融
入其中。 但福克纳巧妙地利用了不可靠叙

的演 讲 所 言， 他 解 决 的 是 “ 人 类 内 心 的 冲
突” ［５］２５４ 。 也正因为如此，该作一经面世，就
在美国文艺界引起极大反响，甚至在两年后
被译成 法 文， 为 他 赢 得 了 法 国 文 艺 界 的 声
誉 ［４］４４１ 。

还需要指出的是，福克纳该著作之所以

能达到如此思想高度，也源于此期的写作状
态。 这个时期，他虽不像后来那样声名鹊起，
·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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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社会各界关注，但他思想成熟，能够较为

术层面上说，福克纳也在进行大胆的实验。

自由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敢

他不想做一个简单的布道者，而是“ 读者在

于毫无保留地批判南方文化，表达自己真实

各位叙述者所作的努力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

好 ［３］３３ ，特别强调作家的“ 最真诚” 写作。 相

说，福克纳通过集体叙述者的“ 我们” 这个障

内在的“ 南方情结” 。 他不用考虑书商的喜
反，随着年龄渐长，文坛地位逐步提升，他的
“ 南方情结” 反而变得保守。 １９５６ 年民权运

探索，获得自己的结论” ［３］１６０ 。 完全可以这样
眼法，巧妙地实现了多重批判，包括对曾经自
己的批判。

动兴起之后，尽管他对黑人的同情和反对种

毫无疑问，《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是福克

族主义的基本立场没变，但在他“ 那些关于

纳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凝练了他最成熟、最

种族问题的言论中，侧重点则有了变化” ，采
取了一种“ 慢慢来” 的态度 ［４］２３１ 。 最后，从艺

具批判色彩的“ 南方情结” 智慧，它无可替代
地成为美国南方文学中一朵珍贵的玫瑰。

注释：
①
②

部分翻译有改动。 下同。
为了与布斯的“ 隐含作者” （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 ，赵毅衡等学者的“ 执行作者”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 、“ 推断作

者” （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 相区别，强调从作者写作方向讨论叙述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与作者的一些实证性联
系，建议用英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表示“ 写作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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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３３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ｓ ｌｉｆｅ， Ａ Ｒｏｓｅ ｆｏｒ Ｅｍｉｌ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ｍ⁃
ｐｌｅｘ＂ ．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ｈａｔ ＂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ｓ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ａ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ｒｓ

· １４３·

陈亚玲，等

从文化元语言视阈考察《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中的“ 南方情结”

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ｙｐｅ 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ｌ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ｗｈｏｓｅ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ｌｉｎｄｌｙ ｍａｉｎ⁃
ｔａｉｎ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ｙｐｅ 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

ｗｅ＂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ｗｈｏｓｅ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ｍ⁃
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ｙｐｅ 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ｈｏｓｅ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ｒｉｔｉ⁃

ｃｉｓｍ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 责任编辑：王德兴）

（ 上接第 １１８ 页）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Ｎｏｔｅｓ
ＰＥＮＧ Ｌｉｎｘｉａ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ｎ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Ｈｕ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４１０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Ｎｏｔ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Ａｉ Ｗｕ，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Ａｉ Ｗｕ＇ｓ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ｌｙ ｅｉｇｈ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ｏｖｅｌ，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ａ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ｅ 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ｅｔｃ．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Ｍｉｓ⁃
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Ｎｏｔｅ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Ｎｏｔ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 责任编辑：孔明玉）

· １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