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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

从多层级文本序列看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变迁

姚建彬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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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的演变，并不是在某个单一的文本层级上展开的，而是在“多层级文本序列”以及这些

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的相互关系之间建构起来的。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受到特定社会条件及历

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构成了福斯特中国形象变迁的重要原因。在福斯特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变迁过程中，这

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构成了一种生产性关系，推动并且巩固着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建构。福斯特在中国的声誉，

受益于其在中国的形象建构中所具有的多层级文本序列的建设性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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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E． M． Forster’s Image in 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oly Layers of Text Sequence

YAO Jian-bin
(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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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of E． M． Forster’s image in China are not focused on a single layer of text，but constructed on poly layers
of text sequence and the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different layers of text sequence．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different layers of text sequence are influenced by some specific social condition and ideology in some history language circum-
stance，which is the significant cause that makes E． M． Forster’s image chan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E． M． Forster’s image’s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in China，a kind of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is constituted between those different layers of text sequence
which promotes and consolid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E． M． Forster’s image in China． E． M． Forster’s reputation in China bene-
fits from the constructive dialogical relations of poly layers of text sequence in the process of his image’s construction in China．

在英国描写“爱德华时代”的作家中，E． M． 福斯特( E．

M． Forster) 的小说创作远称不上丰富，他主要凭六部长篇

小说赢得了“20 世纪上半叶最负盛名的英国小说家”，“他

一直同乔伊斯( James Joyce)、劳伦斯( D． H． Lawrence) 和伍尔

夫( Virginia Woolf ) 被 称 为 二 十 世 纪 英 国 最 伟 大 的 小 说

家”〔1〕( p1) 这一美誉。国内外学界一般公认《印度之行》( A

Passage to India) 是福斯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样一位远

称不上高产，而且远称不上具有杰出艺术独创性的域外小

说家，在中国却享有非同一般的声誉。福斯特的低产与其

在中国走高的形象之间的这种有趣反差是一个颇值得探

讨的问题。
大致说来，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大致有如下演变: 一、

小说理论家，二、小说家，三、中国作家的挚友，四、同性恋

作家; 五、多层级文本序列中的福斯特。客观地说，福斯特

中国形象的上述不同侧影，每一个都不能概括其全貌。我

们只有将这些侧影综合起来考察，才能获得一个相对完

整、立体的福斯特形象。
我们打算对福斯特在中国的上述不同侧影进行细致

的勾勒，然后在此基础上来探讨不同侧影的成因，对未来

的福斯特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并以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变

迁这一个案研究，对我们现有的接受研究稍作方法论的反

思。

作为小说理论家的福斯特

中国人知道福斯特，大概从徐志摩开始。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徐志摩由美国前往英国，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

院研修。徐志摩游学英伦期间，除了大量阅读西方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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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尤其是钟情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外，还

广泛交游，与英国文艺界及知识分子群体中多位精英有或

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中包括奥格顿、罗素、哈代、萧伯纳、
威尔斯、卡彭特、曼斯菲尔德、福斯特、瑞恰兹、弗莱、凯恩

斯、斯特雷奇、韦利、吉尔斯等人。出于个人性情及文学观

念等原因，此时的徐志摩更倾向于接受浪漫主义的影响，

对福斯特并没有给予进一步关注。到 20 世纪 20 年代，随

着萧乾和叶君健一前一后留学剑桥，福斯特与中国的联系

进一步密切起来。但是，这三位作家同福斯特的交往，在

很长时间里并不为一般的中国读者所熟知。由于特定的

政治、历史原因，原本可以进一步拓展的中英文学友谊却

以悲剧告终了。①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定政治原因，福斯

特走向中国读者的脚步被迟滞了很多年。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上述三人都与福斯特有不同程

度的接触，但似乎无一人把他当作一个小说理论家来看

待。而福斯特被正式介绍到中国，则是在 20 世纪 60 年

代，一开始却是以小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的。
福斯特以小说理论家的身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自

然与他那本有名的《小说面面观》密不可分。据我们目前

看到的材料，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福斯特的小说理

论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62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中

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选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

级文艺理论选》，该书“下编”就收入了由李水翻译的《论

小说人物》。②这是根据 1941 年出版的《小说面面观》的第

四章翻译的。该书同时还为每位入选者配了一份简短的

“作者简历”，其中对福斯特的生平、创作有较为简明的介

绍，认为《小说面面观》“基本上是一部分析小说艺术形式

的著 作”，但“某 些 基 本 文 艺 问 题 的 观 点 则 是 唯 心

的”。〔2〕( p408) 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这样的选本，主要是为

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服务的，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的读者

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很难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其后出现

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在客观上成了减弱福斯特小说理论

影响的重要原因。所幸的是，即便在那样左倾色彩很严重

的时代，这位被定性为“唯心”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
也没有受到太过明显的批评。③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国门再次打开，西

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各路文学作品、各派作家也先后被介

绍到中国来。正是在这个思想阀门被打开的年代，福斯特

的《小说面面观》被完整地译介到了中国( 含台湾地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在中国读者面前，

福斯特作为小说理论家的形象一直在稳步上升。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小说面面观》的中译本( 全译或

节译) 层出不穷; 2、学者们对福斯特小说理论所做的研究

不断推进; 3、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影响了我们的文学批评。
仅仅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小说面面观》在

我国就先后出版了七个中译本④，依次是: 1、花城出版社

1981 年 7 月版。2、1984 年 12 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苏文

炳译本。3、1987 年 7 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苏文炳译、黄锡

祥校的修订本。4、1990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

美学经典三种》，其中就收入了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

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

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
5、1995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由吕同六主编的《二十世纪

世界小说理论经典》。该书分为上、下两卷，其中上卷收入

了“小说面面观: 小说中的人物”一文，译者为方士人⑤，译

文前有王逢振所撰的作者简介，其中谈到“《小说面面观》
( 1927) 是作者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小

说的艺术理论，被公认为是一本关于小说理论的基础教科

书。”〔3〕( p125) 1973 年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李文彬译本⑥，

大体可以视为第六个译本⑦。另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 2 月出版的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所编的《二

十世纪文学评 论》( 上 册) 中 收 入 了《扁 的 人 物 以 及“角

度”》。这实际上是《小说面面观》原著的第四章“人物”
( 下) 的全文，算得上《小说面面观》的第七个译本。1987
年 3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伍蠡甫与胡经之主编的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其中的“下卷”收入了上文提

及的李水所译《论小说人物》，只不过这篇译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曾经发表过，所以在此不宜计为一个单独的译

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了弗

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的艺术———评福斯特的〈小说面

面观〉》一文( 由瞿世镜翻译) ，这对于国人认识福斯特的小

说观念及其小说批评风格，显然具有借镜意义。
在上述各种版本之外，我们还必须提及如下事实: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问世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概论》、《文

艺学原理》、《文学理论新编》、《文学基本原理》之类的大

学文科教材，只要涉及小说艺术，尤其是探讨“情节”与
“故事”的区别与联系的，凡是涉及典型化与类型化问题

的，特别是涉及人物形象分类问题的，几乎没有哪一家不

提及福斯特所作的“扁平人物”与“圆型人物”的著名划

分，也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国王死了”与“国王死了，

王后因伤心而死”之间的差别的。比如，童庆炳主编的

《文学理论要略》中由罗钢执笔的第四章“人物”这一小

节，就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扁平”人物与“圆整”人物，

这显然是对福斯特理论的详细阐释和发挥。⑧借助大学中

文系所开设的“文学概论”课程及上述配套教材，福斯特

作为小说理论家或批评家的身份进入了成千上万的中国

读者心目中。进入 21 世纪，我们注意到汪正龙等编著的
《文学理论导引》⑨第六章节也选了福斯特《扁的和圆的人

物》。
这样看来，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之前的中国就有了七个译本，根据各版本的印数来推算，

这些不同的译本的总印数当在 15 万左右。如果考虑到福

斯特的原著仅仅薄薄的百多页这一事实，我们的确会纳

闷，福斯特的这本小书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呢? 这主

要是因为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甫一出版，就被誉为“20
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人们往往将其与米兰·
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戴维·
洛奇的《小说的艺术》等书相提并论，作为问津文学殿堂

的重要入门书而加以阅读和研究。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许

多文学青年，都把福斯特这部“讲演录”奉为小说理论经

典。陈思和说:“大约像我这样年龄的‘文革’后的文科大

学生，都很难忘记当时流行的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福斯特

的《小 说 面 面 观》，一 本 是 费 迪 曼 的《一 生 的 读 书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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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4〕( 2008 /3 /21) 对于 80 年代初期的青年人和作家来说，

《小说面面观》差不多被当成了一部小说批评 ( 或鉴赏) 圣

经。在《露西之恋》的译后记中，李辉对于那个年代的文

学青年接触福斯特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对于我们认

识那个时代福斯特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

义，值得长篇摘录:

知道 E． M． 福斯特的名字是在 1981 年。那时，
正静呆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等着分配的命运，一本署
名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吸引了我。书出得有点别
扭，既无译者名字，又无作者英文名字，但是一则“内
容简介”，却向我们第一次透露出有关福斯特的情况:
“本书曾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

经典之作。’作者福斯特是 1961 年获得英国皇家“文
学勋位”的英国当代小说家。他以细腻的观察，优美
和洗练的笔调，旁证博引，就小说的七个层面———故
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示、节奏———来分析探
讨小说，向读者介绍看小说的种种不同方法及小说家
看自己的作品的种种不同方法……”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著名的“扁形
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随即对中国文学评论界产生
一定影响，许多年轻人在文章中多次依照这一观点，
分析人物形象。作为小说家的福斯特，便随着他的理
论作品，开始为中国读者熟悉了。〔5〕( p272)。

从陈思和及李辉的回忆可以看出: 第一、福斯特真正走进

中国读书人的视野，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第二、中国

读者最初是将福斯特当作小说理论家来接受的; 第三、福
斯特在 80 代的中国非常流行。

从以上的勾勒可知，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对

于中国读者而言，福斯特作为小说理论家的形象进一步明

晰、稳固。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福斯特小说理论的特色、思
想体系及其根源也逐渐有了深入的研究。1985 年，《小说

评论》上发表了畅广元的《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人学”———
〈小说面面观〉给人的启示》一文。在畅广元看来，福斯特

小说理论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将小说的“故事、人
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和节奏”这七个面“当作一般小

说相对稳定的构成因素去考察，而且把它们当作人的一种

实践活动来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把‘现实的人’放在小

说创作和欣赏的实践活动中研究，而这恰是作为特殊‘人

学’的小说理论的特点。”〔6〕( p67) 畅广元认为，福斯特“以小

说家的活动为中心的”理论思考“尽管还有不少语焉不详

的地方”，但是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很受启发，这一点是

应予充分肯定的。”〔6〕( p72) 畅广元的这篇文章，是整个 80
年代对福斯特小说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一个代表性

成果，文章中的有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其价值。但是，与

各种文学理论选本中频频现身的福斯特相比，我们对于福

斯特小说理论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
据统计，从 1996 年至 2007 年 3 月，国内学界共发表

108 篇福斯特研究论文，其中仅有 5 篇⑩是讨论福斯特小

说理论的，仅仅占这时期全部福斯特研究论文的 0． 46%。
据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五篇探讨福斯特小说理论的文章其

实全部是 2000 年以后发表的。瑏瑡这五篇文章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殷企平的《福斯特小说思想蠡测》和王丽亚的《E．

M． 福斯特小说理论再认识》。
殷企平的文章最大的亮点在于对福斯特“整个小说的

思想及其根源”进行了探讨，在审视其哲学观、社会观和艺

术观的基础上，分析了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观移植到

小说美学体系中的原因。作者认为，“跟大多数同时代的

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不同的是，福斯特对哲学、社会、宗教

和艺术都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观点，并在这几方面都有论

述。他的小说观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哲学观、社会观、道德

观和艺术观”，倘若我们要探讨其小说思想，就“有必要从

他的整个世界观说起”。〔7〕( p73) 而福斯特的“世界观”又是

在穆勒、阿诺德、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殷企平认为，福斯特所讨论的小说的七个面，不仅是其小

说美学的集中体现，而且形成了“一个脉络清晰、等级分明

的价值体系”〔7〕( p74) ，从“低级的”故事到“高级的节奏”，

“福斯特把我们领入了小说美学山峰的顶点”〔7〕( p76) 。殷

企平的这篇文章后来又稍作扩充，以《攀登小说美学阶梯

的福斯特》为题，出现在他与人合撰的《英国小说批评史》
一书中。瑏瑢作者将福斯特的小说美学视为英国小说理论发

展史中“繁荣期”的代表性成就之一，这是符合英国小说

理论发展史的实际的。作者认为，福斯特“与卢伯克相映

生辉”，“他的小说美学阶梯论不仅体系严密，而且在审视

内容和研究角度上别开生面———像他那样从七个层面深

入探讨小说的要素的尚属首次; 他的原创性观点包括对圆

型人物和扁平人物的界定、对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的区分

以及给‘节奏’下的定义。”〔8〕( p126) 在将先期发表于学报上

的文章收入《英国小说批评史》这一专著时，作者注意到

明确地从“英国小说理论发展史”这一整体背景中界定福

斯特小说理论在整个英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的位置，

指出了福斯特小说理论的意义与价值，有助于深化对福斯

特小说理论的认识与研究。
王丽亚的《E． M． 福斯特小说理论再认识》一文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福斯特提出的“圆型人物”和“扁型

人物”论受到了理论界的强烈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福斯特小说理论的其他一些重要观点。作者重新审视

了福斯特所提出的“图式”与“结构”论，揭示了福斯特提

出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小说观点与 19 世纪传统小说批评之

间的冲突，认为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对以往小说理论忽视读者反应提出的异议”〔9〕( p34)，“从

形式技巧与读者关系的角度探索小说美学，这是福斯特对

现代小说理论的一大贡献”〔9〕( p35)，“福斯特对于读者的重

视，也 反 映 了 形 式 主 义 小 说 理 论 内 在 的 意 识 形 态 力

量”〔9〕( p36) 。作者不仅敏锐地揭示了形式主义小说理论内

部的差异性和开放性，也肯定了福斯特站在形式主义立场

上提出的读者问题对于当下小说理论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这篇文章可以视为 21 世纪初我们研究福斯特小说理论的

一个喜人收获。
上述几篇有深度的研究文章的问世，标志着我们国内

在福斯特小说理论的研究上已经发生了可喜的转变: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我们对福斯特的小说批评理

论所作的主要是介绍性工作，表现出的主要是“拿来”的

精神，并且满足于认同福斯特的理论，大多直接把他的理

论拿来进行小说分析与批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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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对于福斯特

的小说理论有了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体现了分析

的精神、批判的眼光，畅广元、殷企平、王丽亚等人的相关

研究，标志着我们对于福斯特小说理论的认识与评价有了

质的提升。
此外，苑辉的《论 E． M． 福斯特的小说理论》瑏瑣、赵旭的

《浅谈福斯特小说的思想体系》瑏瑤、唐志钦的《纵横开阖论

小说———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瑏瑥等文章对福斯特的

小说理论也有不同程度的分析和评价。
2005 年 10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申丹、韩加

明、王丽亚三人合著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其中第

七章( 由王丽亚执笔) 以专章的篇幅对福斯特的小说美学进

行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该书是继殷企平等人合著的《英

国小说批评史》之后，又一设专章探讨福斯特小说美学的

研究成果。作者从《小说面面观》的英语原著直接解读福

斯特的“故事”与“情节”论、“小说人物”论，以及“图式”
与“节奏”论。作者认为，“福斯特既强调小说内部结构的

有机统一，同时主张将具有整体美感的形式技巧与读者审

美反应紧密结合。这种内外结合的方法弥补了詹姆斯、卢
伯克理论对小说内部成分的过分强调。”〔10〕( p161) 作者将福

斯特的小说美学放置在整个英美小说叙事理论这一大的

参照系中来进行评价，并且揭示了其理论与亚里士多德模

仿理论之间的关系，给人高屋建瓴之感。
福斯特的小说批评既不同于传统的传记批评，也不同

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表现出了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的特质。福斯特小说批评的这种独特之处，成为了吸引我

国文学界的重要原因，对于热切渴望更新我们的批评观念

与批评方法的人来说，福斯特的小说批评成为了一个可以

借鉴的重要外来资源。
由上可知，福斯特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名

气之大，与他作为批评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很多人都是

在看到了《小说面面观》之后再去进一步阅读福斯特的小

说作品的。瑏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小说批评理论

作支撑，他在中国的名声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大。
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对作为批评家的福斯特

形象的建构以及对于其《小说面面观》的持续不断的研

究，是我们自文革结束以后，希望逐渐转变与主流意识形

态批评的关系，寻找并确立小说形式意识，进而建构审美

批评话语的重要外来参照系。就此而言，作为批评家的福

斯特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还

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还注意到，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兴起与日益广

泛，不少网站或论坛还将《小说面面观》制作成课件或电

子图书，提供给读者免费下载瑏瑧，这必将进一步巩固并扩

大福斯特作为小说批评家的形象，对福斯特在中国的声誉

提供现代科技手段的保证。

作为小说家的福斯特

在已经知道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家兼小说家身份后，对

于他的作品的译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就开始陆续翻译福

斯特的小说。到目前为止，福斯特六部长篇小说中的五部

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只有《最漫长的旅行》暂无中译本

问世。福斯特的有些小说，甚至有两个以上的中译本，比

如，《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就是这样。以《印

度之行》为例，我们发现就有以下四种译本，分别是张丁

周、李东平合译本瑏瑨，杨自俭、邵翠英合译本瑏瑩，石幼珊、马

志行、董冀平合译本瑐瑠，此外还有何其莘评注本。瑐瑡而《看得

见风景的房间》也有三个以上的版本，一个是李辉的译

本瑐瑢，一个是李瑞华、杨自俭合译本瑐瑣，还有一个是巫漪云

译本瑐瑤，另有一个收入“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中的《俯

瞰美景的房间》瑐瑥。此外，我们国内还出版了福斯特的《霍

华德庄园》瑐瑦的英语版，收在外研社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精选”中，与卡夫卡的《城堡》等名作集体在中国读者面前

亮相。《霍华德庄园》封底上的中文广告词宣称，这部小

说是“福斯特最成熟、最优秀的早期作品，该书奠定了他文

学大师的地位”。这样的广告词，再加上黄梅所撰写的高

水准长篇导言，自然不难进一步激发那些喜欢福斯特的读

者的阅读兴趣。
福斯特小说中译本的不断问世，当然离不开国内学

者、翻译家的译介、研究。1985 年，侯维瑞出版的《现代英

国小说史》花了一节近二十四页的篇幅介绍国外学界对于

福斯特的评论、其生平及创作，并对《天使惧于涉足的地

方》、《最漫长的旅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

园》及《印度之行》瑐瑧这五部长篇小说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评

价，对福斯特的短篇小说也进行了专门介绍，对《小说面面

观》、《阿宾格收获集》、《为民主欢呼两次》等评论作品也

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评论。无论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还是在今天，侯维瑞对于福斯特作品所作的如此详细介

绍，仍然为那些希望进一步阅读福斯特的读者提供了很便

利的指南。后来出版的《英国文学通史》、《英国文学史》、
《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英国小说史》、《二十世纪欧美

文学史》中对于福斯特小说所作介绍与评价，很少有超过

侯维瑞当年所做的工作的。瑐瑨侯维瑞认为:“作为传统与革

新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小说家，福斯特为两个时期的转变

架设了桥梁，促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崛起。在现代英国小

说的 园 地 中，福 斯 特 有 理 由 占 有 一 席 重 要 的 位

置。”〔11〕( p178) 。
2003 年，我国出现了第一部福斯特研究专著，这就是

陶家俊的《文化身份的嬗变: E． M． 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

究》。瑐瑩该书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解读福斯特小说中文化身

份的嬗变，并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剖析，评说其文化批评理

论，力求在更深的辩证层面上揭示福斯特小说中所包含的

文化和思想。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着手，探

讨了福斯特式的自由人文主义连接观所隐含的政治意识

与英国中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这是

我国福斯特研究领域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新成果，对于后续

的福斯特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8 年，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印度之行》

的导读。瑑瑠这是从国外引进的 78 册“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

读”中的一种。该书从语境、情节、人物形象、主要角色分

析、主题及象征、精彩片断赏析等方面对《印度之行》进行

导读，并设有问题及参考答案、进一步阅读书目。虽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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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成书形式主要是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但是对

于那些希望进一步走进福斯特小说世界的读者来说，也具

有一定的帮助。而且这种双语对照的形式，也会给读者带

来探险的乐趣。
作为小说家的福斯特在今天的中国所拥有的读者群，

数量上虽然不及他的同时代作家，如劳伦斯、伍尔夫等人

所拥有的那样庞大，但是，这个数量仍然还在进一步增长。
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霍华德庄园》英语版导论中，黄梅指

出:“《霍华德庄园》中至今能触动我们的东西，也许就是

作者的那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对人

类的命运，也对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自己认同的社

会理想。”〔12〕( Pxi) 我想，如果把黄梅的这一看法稍作扩

充，用以理解福斯特大部分小说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功
利主义至上的时代的意义与价值，也是颇为妥当的。福斯

特在《霍华德庄园》中明确提出，并贯穿于其全部小说创

作中的“惟有连接”这一鲜明主题，以及他的自由人文主

义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仍然是其作品吸引中国读者的重

要理由。中国福斯特读者数量的日渐增长，是对作为小说

家的福斯特的最好馈赠。
福斯特小说艺术的独特价值，他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

家的性格，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作品反映出了西

方发达社会在‘发达’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所呈现的

现实。”〔1〕( p1) 叶君健认为福斯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普
鲁斯特、纪德、乔伊斯、卡夫卡都属于能够反映这一现实的

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
在其小说中，福斯特不仅仅从艺术与主题两方面挑战

小说风格的惯例，而且挑战英国生活与小说所依赖的风俗

与道德传统。他的小说检验了为人所认可的维多利亚时

代关于得体与合适行为的习惯，关于理性的重要性，以及

关于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思考。他笔下的人物并没有在

社会内部找到位置，而是一直置身社会之外，在面对惯例

确认了他们的性欲时，却并没有像在之前的小说中那样为

此而受到惩罚。福斯特小说中的情节奠定了本能、激情与

内在生活的合法性。这是福斯特小说原创性的重要体现。
福斯特小说的这种独特价值，似乎有愈加受到重视的

趋势。2006 年，格林伍德出版集团公司出版了美国马萨

诸萨 － 洛威尔大学副教授米勒·A． 马洛所著的《英国现

代主义文学名著》，作者将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与约瑟

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

年艺术家的肖像》、D． H． 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T． S．
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夫洛情歌》及《荒原》、弗吉

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威夫人》并称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

名著。这些作品一直就在英美的学校得到广泛研究，对普

通读者亦具有持续不断的吸引力。作者认为，福斯特的这

部作品探讨了英国阶级制度本身的结构和上层阶级的自

由主义，对当时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公平问题提出了思考，

揭示了快速扩张的工业主义对于个体及家庭的冲击，表达

了对当时社会制度、当时社会状况的怀疑，批评了在工业

主义中找到的骄傲自满和中上层阶级自由主义的徒劳无

益。瑑瑡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寻找人类的未

来出路，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英国文学史上，福斯特也是值得关注的具有独特风

格的作家之一，与此前的简·奥斯丁颇为相似。虽然从总

体上来讲，他的小说的风格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是他

偶尔也表现出讽刺的风格，《印度之行》中象征手法的运

用更是令人称道。福斯特在小说艺术上所表现出的这些

现代主义特质，同他在哲学、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所表现

出的现代主义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增加了其现代主义的

独特性。福斯特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这种现实主义与现

代主义交错的特质，不正是他吸引读者的魅力之所在吗?

作为中国作家挚友的福斯特

与福斯特并列为英国 20 世纪最伟大小说家的劳伦

斯、伍尔夫、乔伊斯在中国也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而且

近些年来，后三者，尤其是伍尔夫的读者群有愈益扩大的

趋势。但是，与后三位不同的是，福斯特与中国的联系却

更为直接。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福斯特与两位中国作家

结下的中英文学友谊为他在中国的声誉提供了一定的保

障。除了徐志摩之外，福斯特先后至少与两位中国作家有

过较为密切的交往，其中一位是萧乾，另一位是叶君健。
就这两位作家与福斯特的交往来看，萧乾与福斯特的交往

不仅较叶君健为先，而且也较后者更为密切。
让我们先来看看福斯特与萧乾的交往。据萧乾自己

回忆，他在剑桥研究心理派小说瑑瑢时，非常仰慕福斯特，坦

言“福斯特的小说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13〕( p36) 1988 年

第 3 期的《世界文学》刊发了萧乾与福斯特的四十七封往

还书信瑑瑣，这是由《人民日报》社的李辉翻译的。萧乾不仅

为这些信加了几十条注，还写了《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

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一文。瑑瑤在这篇文章中，

萧乾较为详细地回忆了他与福斯特的交往，以及对于这段

中英文学友谊的悲剧式结局的悲悼。此外，傅光明在其所

著《人生采访者萧乾》瑑瑥等萧乾传记中也提及了萧乾与福

斯特的交往瑑瑦。按照萧乾的叙述，1940 年 8 月，英国笔会

为了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逝世而举行大会，英国小说

家福斯特代表英国致词，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代表苏联致

词，萧乾代表中国致词。正是在这次纪念会上，萧乾与福

斯特相识，其后不久，萧乾应福斯特邀请，去一个俱乐部吃

便餐。两人从此成为朋友，按中国人习惯的说法，他们之

间的友谊是典型的忘年交，因为福斯特较萧乾年长 29 岁。
1942 年夏，正是因为福斯特与当时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阿

瑟·韦利( Arthur Waley，1889 － 1962) 的推荐，萧乾获得了英

国文化委员会颁发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成

为英语系的研究生，专门研究意识流小说。到了剑桥之

后，萧乾与福斯特的联系较此前他在东方学院当讲师的时

候更为密切了: 除了经常性的见面，他们还频繁通信，二人

除了谈文学、谈艺术，也谈各自养的猫。福斯特的《莫瑞

斯》虽然在他去世一年之后才公诸于世，实则早在 1914 年
7 月就已经脱稿，他明知那时不可能出版这部同性恋小

说，但还是私下里拿给要好的朋友们看过，其中唯一有幸

看过该书初稿的中国人就是萧乾。根据二人的通信来推

断，萧乾看到《莫瑞斯》初稿的时间，当在 1943 年一月到四

月间。在萧乾保存下来的福斯特第 28 封来信( 打字稿) 中，

可以读到如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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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尚未出版的小说，你随时都可以读到
它，它几乎可以出版，然而又还差一筹。我这里有一
份手稿，你随时可以拿去看。( 第 28 封，1943 年 1 月 1
日)

在第 31 封信中，福斯特说:

你一旦回伦敦———可以随身带《莫瑞斯》一书的
打字稿。( 1943 年 3 月 10 日)

根据同年 5 月 1 日福斯特致萧乾的信，我们可以推知，萧

乾不仅在 5 月 1 日之前读完了《莫瑞斯》初稿，而且还将自

己的看法用书信的方式告诉了福斯特。从福斯特 5 月 1
日的回信及萧乾后来所写的《唉，同性恋》可以看出，萧乾

对于同性恋问题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但是，两人在同性

恋问题上表现出的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深厚友

谊，反倒是特定时代的政治氛围把他们割裂了开来。
1954 年，一个英国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萧乾应邀出

席了欢迎酒会。团中有一位叫斯普劳斯特的教授，系福斯

特与萧乾两人共同的朋友，福斯特托这位诺丁汉大学的教

授带给萧乾一本新著并一封信，但是萧乾却因怕受牵连而

拒绝单独与这位教授见面，也拒绝了福斯特委托此人带来

的书和信。萧乾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做出的无奈选

择，也许被远在英伦的福斯特视为无礼、傲慢等的表现，并

很可能由此而销毁了萧乾在英期间与他的近百来封往还

书信。直到 1984 年，萧乾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邀请，故地

重游时，才意外地得到了这批通信中部分信件的打字稿复

件。
叶君健是福斯特与中国文学产生渊源关系的另外一

个重要渠道。对于两人之间的交往，叶君健在为安徽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福斯特选集》所撰的总序《一位长期盛名

不衰的小说家》中有所叙述:

福斯特终身没有结婚，所以没有一个家。他成名
后英王学院授予他荣誉研究员( Honorary Fellow) 称号。
1947 年他退休到英王学院。我那时也是中国学院的
成员，研究西方文学。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个短简，
请我到他的房间去吃茶。从此我们就认识了，不时和
他见面，谈些文学创作和文坛掌故方面的事情。1949
年秋我离开英王学院返国，与福斯特的交情从此中
断，因为这种关系在当时也算是“海外关系”的一种，
说不清楚，所以没有任何通信联系。1982 年英王学
院以“荣誉讲师”( Honorary Lecturer)的名义请我携爱人
返校讲学，我这才得知福斯特已于十二年前去世。他
的故居已经住进了新人。〔1〕( p6 － 7)。

叶君健对于他与福斯特的关系所作叙述几乎不带多少感

情色彩，也没有明确的细节。总的来说，他似乎有意淡化

二人之间的交往，有人说这与他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

形成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关，这从他很少公开谈论与英国现

代派，尤其是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的领军人物伍尔

夫的交往中即可看出:

他早年在英国时曾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的领
军人物伍尔夫夫人等现代派作家过从甚密，但他从来
也不公开谈论这个文学圈，估计是出自自我保护的目
的吧。只是到改革开放后，他才偶尔提起自己与现代
派的关系。在现代派受到追捧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言

辞过甚地标榜自己的现代派背景。事实上，国内真正
与这个圈子有过交往的只有叶先生。同时在英国的
萧乾与这个圈子亦有接触，但应该说是间接的，因为
他的老朋友福斯特只是这个圈子的边缘人物，其写作
风格也不属于现代派。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无訾议，
理由很简单，这个奖排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知
道，是否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必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
关系中折冲樽俎，因此连他的文学定位都成了一个问
题。〔14〕

很显然，经过萧乾、叶君健、文洁若、李辉等人的反复书写，

福斯特作为中国作家挚友的这一形象已经比较生动地刻

写在了中国读者心中，成为保证乃至提升他在中国读者心

目中地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没有萧乾与福斯

特的交往，也许我们见到《莫瑞斯》的中译本的时间还要

推后。此外，对于研究和反思 1949 年以来外国文学在中

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学者来说，萧乾、叶君健归国后不约而

同地选择完全中断同福斯特的交往，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

挖掘的个案。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内作家与国外作家的交

往和互动变得日加频繁、密切，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接受研

究的范围、手段、意义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这个

角度来看，萧乾、叶君健等人对于中英文学史上以悲剧告

终的这段友谊的回忆是有意义的，至少能够提醒我们不要

让那样的悲剧重现。

作为同性恋作家的福斯特

在福斯特的全部长篇小说中，有一部是在他去世一年

之后发表的。这部小说之所以迟至 1971 年才出版，倒不

是因为无人赏识，而是因为它所写的男同性恋爱情这一非

常独特的题材。同性恋的存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真正见

诸笔端的，古往今来还真不多见。福斯特的这部作品创作

于 20 世纪 10 年代。那个时候的英国社会，伦理道德观

念，尤其是性观念、婚姻观念依然相当传统、保守，同性恋

被视为有伤风化的刑事犯罪。福斯特想必知道，此前的
1895 年，王尔德就因同性恋被判处两年苦役。《莫瑞斯》
完稿于 1914 年，距王尔德被判罪入狱相距不到二十年。
以福斯特的性格而论，加之其母亲及众多亲友尚在人世，

他是断然不敢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不敢出版这部小

说的。所以他只同意在自己去世以后再出版。
英国文学史家安德鲁·桑德斯认为，《莫瑞斯》表现

了福斯特“对受压抑的性欲的觉醒的关注”。〔15〕( p724) 如果

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最漫长的旅行》、《看得见风

景的房间》是从异性的观点审视这种觉醒的，那么《莫瑞

斯》则是从同性恋视角来审视的，后者“极其有节制地对

当代禁忌提出了大胆的疑问”〔15〕( p725) 。
2002 年 10 月，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了文洁若翻译的

《莫瑞斯》。这部中译本的封腰上截取了同名电影的一个

画面，画面中的两位青年男子深情地依偎在一起。在两人

的上方，用红、黄、白、黑四色将“《莫瑞斯》又名《莫瑞斯的

情人》”几个字用大号字体标出，在左边则有如下广告性

文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所著同性恋情经典小说。影

片《莫瑞斯》又名《莫瑞斯的情人》获第 44 届威尼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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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银狮奖，男主角休·格兰特获最佳男演员奖。”在这段文

字中，“同性恋情经典”又被用黄色大字体加以突出。封

腰上色彩亮丽的广告画和招徕性文字所走的是明显的商

业化道路，同该小说中译本相对素雅的封面设计构成了一

种对照，封面上方的一行文字对这部作品的定位是“一部

探讨社会价值与爱情冲突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封面的作

者简介上还有如下文字:“与劳伦斯齐名的伟大小说家，著

有《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不难看出，出版

商对于读者的消费心理拿捏得很好，既要为自己的新产品

找到卖点，但又不能让人看出自己太俗的赚钱动机。其

实，抛开这些遮掩，读者从拿到这本书的封面开始，在事先

对福斯特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单凭封面及封腰上的图文，

就已经在内心将这部品定位成一部同性恋小说了。如果

翻到内文，尤其是结尾中“关于同性恋”的札记以及萧乾

的那篇《唉，同性恋》，读者自然能够在不阅读小说之前，

进一步强化这一印象: 《莫瑞斯》就是一部同性恋小说。瑑瑧

2003 年第 10 期《书摘》发表了文洁若所撰《探索爱·摩·
福斯特的压箱秘密———《读〈莫瑞斯〉》一文，更是进一步

强化了“福斯特是同性恋作家”这一印象。
《莫瑞斯》中译本的出版，对于福斯特研究来说，虽然

有些晚了，但是，它与福斯特形象在中国的变迁轨迹基本

上是吻合的。这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得以在 21 世纪

初期出版，与我们国内的舆论环境的变化，与同性恋在我

们国内的处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992 年，安徽公

安部门针对两名女子同居的情形，认为中国法律没有禁止

同性同居。1993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

分类。1995 年，中国发行由张北川所著的第一本有关同

性恋的学术专著《同性爱》。同年，日本将同性恋剔除出

疾病分类。1997 年，中国刑法改革取消“流氓罪”，此举通

常被认为将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浙江《精神卫生通讯》
就同性恋 是 否 应 该 被 剔 除 出 疾 病 分 类 展 开 公 开 辩 论。
2001 年，中国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在亚洲地区，只

有中国( 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和韩国三国将同性恋视

为非罪非病。这一系列的变化，为中国读者阅读《莫瑞

斯》这样的同性恋小说，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

境，倘若福斯特地下有知，他当为此而感到高兴。
值得注意的是，1987 年，英国唯美派电影公司 Mer-

chant-Ivory 将原著小说搬上了大银幕。影片制作之精细、
画面之醉人、演员演技之精彩，成为一座后来同志电影很

难超越的高峰，被誉为“同性恋电影的珠穆朗玛峰”。2006
年，美国的三角出版评选了一百部最佳同性恋小说，福斯

特的《莫瑞斯》以较为靠前的第 16 名入选。这些在小说之

外发生的事情，也进一步激发了福斯特在普通读者和特殊

读者瑑瑨的吸引力。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小

说史方面对于《莫瑞斯》的介绍、分析及评价还比较有限，

不少这方面的著作根本都不提《莫瑞斯》。由王佐良、周

珏良主编的《20 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叙及其《莫瑞斯》时，

其基本观点与王家湘 80 年代那篇文章中的看法没有实质

性变化，而且对于这部作品的内容及艺术特色也没有进一

步的分析。瑑瑩

随着我国福斯特研究的深入，对于福斯特长篇小说与

短篇小说中同性恋问题的探讨还有深化的空间，这必将有

助于我们更加全面、透彻地认识其思想价值、艺术追求。

结语: 走向多层级文本序列视野下的福斯特

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不能

不提到许多读者经由观看根据福斯特小说改编而成的电

影所获得的对福斯特的了解。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是，福斯特似乎是一个非常有电影缘的作家，他的六部小

说中已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搬上了银幕。瑒瑠根据福斯特的小

说改编的这些电影，都属于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征服了

许多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观众，并激发了很多人去阅读

福斯特小说原著的热情。这种情况，在中国读者对福斯特

的接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瑒瑡

中国人接受福斯特的轨迹与英国人对于福斯特的接

受轨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出现在英国读者面前的

是一个小说家形象，其次是一个记者兼电台播音员的形

象，然后是一个小说批评家形象，最后是一个同性恋兼小

说家的形象。我们可以将英国人认识福斯特的轨迹简化

如下: 小 说 家———记 者———小 说 批 评 家———同 性 恋 作

家———多面的福斯特。而中国人对福斯特的认识轨迹则

大致可以描绘如下: 小说批评家———小说家———同性恋作

家———电影媒介推介下的福斯特———多面的福斯特。中、
英两国读者在认识福斯特的轨迹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差别，

以及最后阶段的相似，有着深刻的原因。福斯特在英国读

者的认识视野中的轨迹，基本上符合福斯特在英国社会

( 尤其是文坛) 上的活动历程: 一般英国读者都是先知道福

斯特的小说创作，然后才了解他的鉴赏式小说批评，然后

在他身后出版的《莫瑞斯》以及费尔班克为其所作的传记

的基础上，对福斯特的形象进行了某种调整与修正，但是

这并没有对他的声誉及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因为“福斯

特在其晚年成了文艺界的大权威”〔16〕( p312) 。
在当代中国，福斯特仍然是一位拥有很多读者的外来

作家。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国内不少高校的图书馆还收

藏了数量不等的福斯特作品及国外学者研究福斯特的成

果，我们国内的英语系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也将福斯特作

为一个较为重要的作家来讨论。最近 10 年内，以福斯特

为毕业论文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我们使用中国知网和维普资讯两种电子资源库进行检索，

在排除重复信息之后发现，从 2000 年到 2007 年间，以福

斯特为选题的硕士毕业论文至少在 25 篇以上，而且这些

学生的分布也较为广泛，东起华东师范大学，西至陕西师

范大学，北起东北师范大学，南至南京大学、苏州大学，许

多高校的英语系或中文系均有硕士研究生以福斯特作为

毕业论文选题: 要么解读其某部作品，要么探索其小说的

“联结”主题，要么分析其小说的艺术特色，要么将其创作

与他人的作品进行平行比较研究，要么探讨其作品被改编

成电影的情况，要么研究其作品中的语言学现象，凡此种

种，标志着我们年轻一代学生并没有忘记这位曾经被视为

“传统”的作家。
此外，网络福斯特读书小组瑒瑢、电影世界中的福斯特、

国内各英语院系研读的福斯特、学者研究论文构成的福斯

311



特序列、学位论文构成的福斯特文本序列、国内大专院校

及研究机构等处的图书馆和资料室收藏的数量不一、版本

不一的福斯特作品及研究著作构成的文本序列、布鲁姆斯

伯里集团文本序列、英国现代小说史中的福斯特、人们口

头谈论的福斯特，等等，我将上述涉及福斯特形象建构的

每一种情况都视为一个文本序列。这些不同的文本序列

决定了我们在对中国接受福斯特的情况及其在中国的形

象建构与变迁进行研究时要予以通盘考虑: 一个最明显的

理由是，上述每一个文本序列都不能完全决定福斯特在中

国的形象建构，但是每一个序列都对这一建构具有不容忽

视的意义。经过对作为“小说理论家”、“中国作家的挚

友”、“小说家”、“同性恋作家”等层级的文本序列中的福

斯特在中国形象的考察，我们才了解并认识了福斯特及其

创作的多侧面性与丰富性。瑒瑣正是因为存在着多层级文本

序列中的福斯特形象，福斯特在中国读者中的声誉才得到

了有力的保证。
一般地说，与那些仅以单一的文本序列走入中国的域

外作家相比，越是由多层级文本序列所决定的域外作家在

中国的形象建构就越是具有生命力与活力。换句话说，一

个作家在域外的生命力、影响及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他在域外所拥有的文本序列的层级数。就通常意义而

言，一个作家在域外所拥有的文本序列的层级越多，他在

域外的影响，他在域外的声誉也就越大。与此同时，倘若

建构这些作家域外形象的文本层级与传入国的社会关系

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呼应关系呈正态分布，那么，他在传入

国的形象就越发积极。各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的“对话杂

语性”( diaglogic heteroglossia) 关系为作家的域外形象建构过

程中的未完成性提供了保证。各个层级的文本序列中间

的对话关系越活跃、越强烈，作家异域形象的建构空间也

就越宽泛，建构的过程也就越充满动态性。不同层级的文

本序列之间没有必然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处于一

种生产性的对话关系之中，这种生产性的对话关系大致沿

着两个方向运行: 一个我称之为正态的生产性对话关系，

另一个相应地可以称之为负态的生产性对话关系。正态

的生产性对话关系也可称之为积极的建构型对话关系，这

种关系对于作家在域外的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

用，在现有的基础上巩固、强化并更新着其域外形象。由

此看来，正态的生产性对话关系或积极的建构性对话关

系，对于作家及其作品在异域的接受，对于其形象在异域

的建构，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我们以往对于域外

作家( 作品) 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所作研究，似乎缺乏对于该

作家( 作品) 所构成的多层级文本序列的细致考察，而大多

只关注对该作家( 作品) 本身的研究，这就势必影响我们对

于所考察对象的总体认识与评价。我们认为，除了借助接

受美学来支撑接受研究外，我们也有必要引入“多层级文

本序列”这样的新理论范畴。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不难见出，福斯特在中国的形

象的建构并不是在某个单一文本层级上建构起来的，而是

在多个层级的文本序列以及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的

相互关系之间建构起来的。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

间的互文性关系受到社会条件及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意识

形态的影响，从而构成了福斯特中国形象变迁的重要原

因。在福斯特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这些不同层级的文

本序列之间构成了一种生产性关系，推动着而且巩固着福

斯特中国形象的建构。我在此提出“多层级文本序列”这

一概念，意在为现有的接受研究提供更为明确的理论支

撑，而对于福斯特在中国形象的变迁的上述探讨，不妨视

为我对这一概念的初步运用。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萧乾、叶君健、文洁若等人的文

章，以及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新近由上海书店

出版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
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现代美英资

产阶级文艺理论选》( 下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62
年。李水将这一章的标题译作“小说的几个方面”。

③从袁可嘉为《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所撰的

长篇“后记”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袁可嘉用较为

客观的语言指出，《小说面面观》“这部书谈的不止是

角度问题，但也是小说技巧方面的一部出名作品。
……这是一部小说家谈小说技巧的书，它对现代小说

的艺术特点有所说明。”见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西方文学组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 下

编) ，第 451 页，北京: 作家出版社，1962 年。
④含全译与节译。
⑤吕同六主编:《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第 125

－ 159 页，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5 年。
⑥该译本在台湾多次再版，最新的版本出版于 2002 年。

佛斯特: 《小說面面觀》，李文彬译，台北: 志文出版

社，2002 年新版。
⑦据朱乃常的研究，花城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小说面

面观》内容与李文彬的志文版完全相同。参看朱乃

常:《译序》，第 7 页，见于朱乃常译《小说面面观》“英

汉对照版”，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年。
⑧参看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第 211 － 213 页，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
⑨汪正龙等编著:《文学理论导引》，南京: 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6 年。
⑩王桂莲:《国内福斯特研究十二年》，载《科教文汇》

( 中旬刊) ，2008 年第 2 期，第 149 页。
瑏瑡此外，董俊峰发表在《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4 期的上的《英美小说理论的首次崛起》及

张福勇发表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上的《解读 E． M． 福斯特的文学艺术观》这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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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参看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第

151 － 163 页，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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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部成员如何接触福斯特进行了一个非正式调查，

10 个回帖中有三个说是先了解《小说面面观》的内

容，然后再去阅读福斯特的小说的。请参见: http: / /
www． douban． com /group / topic /1888005 / ( 发 布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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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除了《莫里斯》之外，福斯特在他的 8 篇短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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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门的研究。
瑑瑨我在此指的是同性恋者、性工作者、性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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