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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R. L. 斯蒂文森的  化身博士 !

陈 榕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  化身博士! 中的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并非善和恶的对立化身, 而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维多利亚时代的

道德话语过度压抑, 造成了杰基尔医生的激烈反弹, 促使他化身为反社会反文明的海德。斯蒂文森借海德这朵 ∀恶之花 #,

揭露了杰基尔这个 ∀社会精英# 的伪善本质, 批判了维多利亚道德话语的压抑性和虚伪性。然而, 斯蒂文森却为小说设计

了一个充满维多利亚道德规训意味的结尾, 让杰基尔医生 /海德先生的共生体在社会道德监督体制的重重围剿下, 怀着恐

惧和懊悔, 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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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ing of theM onster: The Double CharacterM otif in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M r. Hyde
CHEN Rong

( Departm ent of Eng lish, PLA University of Fore ign Languages, Luoyang, H enan P rov. , 471003, China)

Abstrac t: The them e of double cha racte r in The S trange Case of D r. J eky ll and M r. H yde cannot be taken as a s imp le dichotomy

o f D r. Jeky ll vs. M r. H yde, v irtue v s. ev i.l Unde r the cohe rent fa ade o f D r. Jeky llw e can see bo th Jeky ll the hypocr ite and H yde the

pr im itive. Stevenson intended the nove lla as a challenge to the r ig id and hypocr itica lm ora lity o f h is age; however, the fact tha tM r.

H yde is gradually co lon ized by D r. Jeky ll and thus killed reveals how pow erful the V ictor ian disc iplinary system cou ld be and betrays

Stevenson s amb iva lent a ttitude tow ards the V ic torian mo ra lity.

K ey words: S tevenson; The Strange Case of D r. J eky ll and M r. Hyde; V ictor ian m ora lity

英国著名小说家 R. L. 斯蒂文森的  化身博

士 ! 是一部经典恐怖小说。主人公杰基尔医生发明
了一种药物, 将他内心涌动着的黑暗欲望化身为海

德先生。海德先生连连犯罪, 遭到了社会的追剿,

当人们发现了他和杰基尔医生的联系, 追踪到医生

家时, 却发现杰基尔医生 /海德先生已经以自杀的

形式同归于尽。

 化身博士 ! 情节紧凑, 富有想象力, 一出版

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成为人们追捧的恐怖小

说。
∃
它深刻的主题, 也不断吸引着批评家的关注。

亨利%詹姆斯称这部作品 ∀充满哲学深意 #, 体现

了 ∀人类高尚的成分和他卑贱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
( Jam es, 1984: 1251- 1252) 欧文 %萨坡斯尼克形容这

部小说是 ∀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的善恶对立的通俗比

喻#。( Saposn ik, 1974: 88) 侯维瑞认为小说 ∀提出了
人身上善恶之间的斗争这个哲学和伦理问题 #
( 1999: 468), 赵毅衡在  化身博士 ! 中文版的译序
中指出, 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 ∀表现了人类内心

中两种天性的对立 # ( 1999: 3)。 ∀杰基尔和海德 #
更进入英语词汇, 成了 ∀善恶双重人格# 的指代。&

以上这些解读无一例外均将小说看作是一部揭示人

性双面性的寓言, 认为杰基尔与海德之争是 ∀善 #

与 ∀恶# 之争, 杰基尔是 ∀善 # 的代言, 海德是

∀恶 # 的化身。笔者却以为, 如果仅仅把杰基尔 /海

德看作是善 /恶的对立, 实际是对小说复杂性的一

种简化。通过对杰基尔和海德进行深入的考察, 读

第 30卷 第 3期

2007年 5月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Journa l o f PLA Un ive rsity o 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0 No. 3

M ay 2007



者将发现  化身博士 ! 是一部深深植根于其所处时

代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 斯蒂文森抨击了维多利

亚时代道德观的狭隘和虚伪, 不过也在无意中向他

所批判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接受性认同。

要想准确定位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之间的关

系, 首先需要理解海德 ∀恶# 的本质。海德身为男
性, 经常出没在暗夜, 一般读者往往想当然地把他

的形象和在当时屡屡在伦敦东区犯下血案的 ∀剪刀

手杰克 # 这样的连环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 M cLynn,

1993: 258), 把他的 ∀恶 # 理解为性犯罪。其实这

种解读有违作者斯蒂文森的本意。
∋
如果细读文本,

将会发现海德的恶与其说是为了性欲的舒解, 其对

象是针对女性, 不如说是针对社会, 以反社会反文

明为本质。海德在小说中有两个高潮性的施虐出

场。在第一个场景中, 他自顾自地赶路, 不仅蛮横

地把路边卖火柴的小姑娘撞倒, 还在她跌倒后若无

其事地从她身上踩踏过去, 听任小姑娘在他脚下连

声尖叫。要不是周围人把他围住, 他早就扬长而

去。在第二个场景中, 当年长的卡鲁爵士向他问路

时, 他突然情绪失控, 毫无理由地用手杖猛击老

人, ∀在动手时, 并不比一个孩子任性地打碎一件

玩具更理智一点# (赵毅衡, 1999: 75),
(
致使老人当

场死亡。海德性格暴躁, 缺乏同情心, 他残忍野蛮

的行径说明他所臣服的并不是 ∀性欲冲动 #, 而是
原始进攻本能。

∀海德 # 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名字。它的英

文谐音是 h ide, 第一层意思是 ∀隐藏#, 强调海德
先生所代表的是杰基尔医生见不得人的一面; 另一

层意思是 ∀兽皮 #, 暗示着海德先生身上的 ∀兽

性 #。每当杰基尔医生化身为海德先生的时候, 他

就披上了 ∀兽 # 的外衣: 高大魁梧的身材变得矮

小, 手上厚厚地长出了一层黝黑的毛。他从一个老

人变成了孔武有力的青年, 动作敏捷。所有见过他

的人, 都觉得他看起来活像一只类人猿。杰基尔变

成海德, 就如同人退化成了猴子, 逃逸出人类文明

社会的约束, ∀一切义务感的束缚都溶解了 # ( 67)。

他的 ∀恶# 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 强调绝对的自

由, 凡阻挡和触动他的, 都会受到攻击。正因如

此, 他 ∀被舆论认为是对社会的威胁 # ( 33)。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进攻性倾向是人类一种

原始的、自我存在的本能属性 #。在人类社会的进
化发展中, 它得到了 ∀节制和驯服 #。 ( 2003: 107)

在  化身博士! 这部小说中, 作为 ∀心灵的低级成

分的表现形式# ( 66) 的海德却挣脱了枷锁, 走到了

社会的前台 他的诞生 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化身博士 ! 的故事发生在 19世纪后半叶维

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作者斯蒂文森对身处的时代深

恶痛绝。斯蒂文森出身于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中产

阶级家庭, 但却是个地道的叛逆者, 讨厌身边那些

满口说教的道德家, 藐视当时社会的种种清规戒

律。大学时代, 他参加各种激进社团, 放浪形骸。

毕业后, 放弃前途大好的法律改从文学。恋爱时,

先和一个妓女堕入爱河, 被父亲强行拆散。后来到

美国旅游, 爱上了比他大 11岁的寡妇范妮, 不惜

以与父母断绝关系为代价来和她成婚。由于厌恶维

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和装腔作势, 再加

上患有肺结核, 不耐英国的潮湿冬季, 他常常出国

旅游, 寄情山水以寻找心灵的解脱, 最终定居南太

平洋的萨摩亚群岛并长眠于此。

斯蒂文森一生追求自由。但在  化身博士 !

中, 他却描写了一群生活在枷锁之下的中产阶级代

表。小说细致描写了 4个人物, 都是男性: 厄塔森

是律师, 拉尼翁和杰基尔是医生, 恩菲尔德是有钱

绅士。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维多利亚时

代的社会精英, 有着殷实的家庭背景, 优雅的谈吐

举止, 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除了杰基尔以外, 所有的人都在严格按照维

多利亚时代压抑沉闷的道德话语规范着自己的言

行, 生活得单调刻板, 视任何形式的欲望为毒蛇猛

兽。比如杰基尔医生的同行拉尼翁医生, 他不仅缺

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科学研究的领域拒绝突破,

而且为人狭隘, 思想陈腐, 在目睹杰基尔医生变身

为海德先生后, 竟被人性中潜藏着恶的因子这个发

现活活地吓死。作为 ∀故事里的道德典范 # 的厄塔

森律师 ( Saposn ik, 1974: 92 ), 则是一副苦行僧的模

样。他 ∀脸上从无笑容, 生性沉默寡言, # 不仅没
有妻子儿女, 感情生活一片空白, 还逼迫自己放弃

生活中仅有的一点乐趣: 他 ∀律己极严, 独处时只

喝杜松子酒, 目的是煞一煞喝头等佳酿的瘾头; 虽

然他喜欢戏剧, 可他已有 20年没有进过剧院的

门 #。 ( 1) 即使如此, 他还觉得不够, 每天吃完晚

饭还要读上一卷枯燥的神学著作, 好在上床睡觉的

时候能 ∀心情坦然舒畅, 对上帝的恩德充满感激之

情 #。 ( 9)

小说里的这些禁欲主义者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

观的产物。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脱化于基督教道

德观。基督教道德观 ∀宣扬禁欲主义, 认为欲望是

罪恶的根源 #。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正是因欲成

罪, 偷吃了禁果才被驱逐出伊甸园。因此它提倡人

应该 ∀禁绝一切欲望 忍受一切苦难 # (章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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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如, 1999: 27) 在维多利亚时代, 随着工业革命

所带来的社会巨变, 人们更为这种道德观加上了资

产阶级功利主义的色彩, 将它演变成了 ∀准道德式

的尊严体面和自以为是的平庸保守, 彻底禁锢了人

的感情和心灵体验, ))付出了牺牲人性其他方面

的昂贵代价 # ( Seam an, 1995: 430)。福柯曾经说过:

∀哪里有权力, 哪里就有抵抗))后者在权力关系

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

点在权力网络里到处都有。# ( 1990: 95) 海德这个

原始欲望的化身, 应该说就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道

德话语权力网络中的抵抗点。如果说谨小慎微的厄

塔森是维多利亚社会的模本的话, 杰基尔医生想要

释放出内心潜藏的海德先生的行为, 则是对压抑性

道德话语的过激反弹 从禁欲的极端跳到了反文

明反道德的极端。海德先生是维多利亚时代意识形

态催生出的畸胎。

海德的诞生揭穿了维多利亚道德话语的压迫

性。他诞生自人人尊敬的杰基尔医生, 这更蕴涵着

斯蒂文森对维多利亚道德观虚伪性的批判。前文提

及, 大多数批评家将这部小说看成了一则道德寓

言。在他们看来, 杰基尔本质是善良的, 他想纯净

自己的内心, 将恶拔除, 却遭到了恶的反噬。笔者

却认为, 尽管杰基尔医生一再宣称自己的发明是为

人类造福, 纯净人的灵魂。其实, 这种 ∀向善 # 说
只是一个幌子, ∀为恶 # 并逃避惩罚才是他创造海

德的真实目的。杰基尔决心要 ∀将生活从难以忍受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恶人可自行其是, 那善良的孪

生兄弟不必出来横加指责# ( 66)。自海德先生诞生

以后, 杰基尔医生一方面用恶名在外的海德先生来

满足他日益膨胀的欲望, 另一方面用杰基尔医生的

身份维持着体面的生活, ∀在步步高升的道路上安
全地迈步前进#。在以海德先生的身份一夜疯狂之

后, 一早醒来, 仍顶着杰基尔医生的清白名声享受

人们的尊重。杰基尔放手让欲望统治了自己, 也在

这其间体会到了难以置信的幸福。难怪他会表示,

他对这个海德 ∀的确有相当深的、非常深的关切 #
( 21), 并在遗嘱中称呼海德是 ∀朋友兼恩人 # ( 9)。

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之间并不存在善与恶的

二元对立。正如海德先生的名字所暗示的, 他就隐

藏在杰基尔医生内心的黑暗角落, 是他不可分割的

一个部分。当药物起作用的时候, 杰基尔变成了海

德, 外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他们共用一个身

体的这个事实, 杰基尔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没有物

质存在的名字, 一个空洞的能指: ∀我可以在公众

眼前辛勤劳作 德高望重 而一刹那间 好像一个

小学生把借来的衣服一脱, 一头扎进自由自在的大

海# ( 70)。身为社会精英代表, 用主体的 ∀我# 自
称的杰基尔, 不过是外在的一件衣服, 一张皮, 作

者斯蒂文森借助这个细节讽刺了所谓杰基尔式的体

面的社会中坚分子不过是徒有虚名的伪君子。

英国当代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在  法国中尉的
女人! 中借助叙述者之口指出: ∀  化身博士 ! 一

书可能是那个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 ) 最好的指导手

册。在这部小说后半部的哥特式描绘中, 隐藏着揭

露时代本质的、深刻的东西。# ( 1996: 413- 414) 通

过这部小说, 作者斯蒂文森对维多利亚时代主流话

语进行了辛辣讽刺。然而, 斯蒂文森却没有将这种

批判进行到底。小说的结尾, 海德先生和杰基尔医

生同归于尽, 是带有道德教化力量, 以消解冲突为

目的的结局。

 化身博士! 有着精致的结构, 小说由 10章组

成, 虽然篇幅不长, 但读起来扑朔迷离, 高潮迭

起。小说前 8章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客观视角, 聚焦

的中心是律师厄塔森。透过厄塔森的所见所闻, 勾

勒出外部事件的轮廓。在第 9章, 用拉尼翁医生写

给厄塔森的信, 揭秘海德先生和杰基尔医生本是一

体。直到最后一章, 才用杰基尔的自白交代了他化

身为海德的过程及动机。这封杰基尔写于临终时刻

的信是这样开头的: ∀我生于 18xx年, 生来就占有

大笔财产, 此外, 天赐予我许多秉赋, 以及勤劳的

天性, 那些善良而聪颖的人的尊重使我醉心, 自然

而然地, 我注定要有一个声名显赫的锦绣前程。

))我在人们面前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庄重神气。

我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时刻隐藏着追求快乐的欲

望。当我长大到了能够思考的年龄, 我开始观察世

界, 并且估量我在这世界上的前程和地位。# ( 64)

这段文字篇幅不长, 关键词是 ∀名声 # ∀尊敬 #

∀前程# ∀地位 #, 显然这是杰基尔所关心的重点。

杰基尔医生重视名声, 并非因为他天性好名,

而是因为这是社会的要求。法国社会学家兼哲学家

布迪厄曾经指出, 资本的形式多种多样, 它不仅包

括以财产形式存在的经济资本, 还包括社会关系网

以及好名声所代表的社会资本以及教育专业等所代

表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的形式可以相互生成和转

换, 比如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其所有者获得更

多的商业机会, 从而获得更多的物质回报等等。

∀资本意味着对某一场域的权力))对于一系列收

益或利润的权力。# ( Bourd ieu, 1991: 230) 对杰基尔

医生来说, 社会地位和名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

名 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本 和他所拥有的富丽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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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一样, 是他维持典型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基

本保证。小说中, 杰基尔人未出场, 我们就先读到

了冠在他的名字前面的一长串头衔: ∀医学博士、

民法学博士、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 ( 9) 凭

借着这些头衔, 杰基尔医生确立了作为社会人的主

体身份。就像恩菲尔德看到海德拿着杰基尔签名的

支票时所说的那样, ∀这个签名如果是真的, 当然

比这金额值钱得多# ( 19)。如果没有了名声, 他会

失去现在所拥有的各种特权。为此, 尽管杰基尔早

就体会到了 ∀两种天性在我良心的战场上角斗 #

( 65) , 却迟迟不敢放纵自我, 直到发明了海德这个

新身份, 才敢放开手脚释放自己暗藏的欲望: 反正

坏事都是海德做的, 他杰基尔的清白名声一点也不

会受到玷污, 这样一来, 他既可以满足内心的欲

望, 又可以保住所有的既得利益。

至于海德先生, 他从一开始就享受到了杰基尔

医生的名望给他带来的庇护。海德从小姑娘身上践

踏而过引起了公愤, 人们放过他, 是因为他亮出了

杰基尔的支票。在大家看来, 海德的名字乃至身份

原本无足轻重, ∀关系不大# ( 7), 但杰基尔医生的

名字本身就是信用保证。由于海德与杰基尔医生颇

有渊源, 尽管他外形像只猴子, 行为粗俗不堪, 毫

无人性, 礼貌教养极差, 人们依然尊敬地称他为

∀先生#, 并以绅士的礼节来对待他。海德所获得的
社会认同, 是由杰基尔医生无形间赋予他的。杰基

尔医生就是撑在海德头上的保护伞。

刚出现在文本中的海德, 对杰基尔颇不以为

然。他藐视中产阶级的道德评判体系, 决意要和杰

基尔医生划清界限: ∀杰基尔对海德的关切比父爱

还强烈, 而海德对杰基尔之冷漠又超过一个逆子 #
( 74)。不过由于海德不断犯案, 再加上药粉失效使

他无法再自如地变回杰基尔医生, 他对杰基尔的依

赖却在逐步增加: 发生踩踏事件时, 恩菲尔德等就

曾经警告过海德, 要 ∀让他的名字从伦敦这头臭到
那头。要是他在社会上有交际往来, 有点信用, 那

也会立即丧失殆尽# ( 4- 5)。打死卡鲁爵士以后,

他更背上了杀人犯的恶名, 受到了社会和法律的双

重围剿。这个时候, 只有杰基尔的身份才能够给他

庇护。比如当他龟缩在杰基尔家里的时候, 他不需

要担心会有警察闯入, 因为一般人不会想到杰基尔

家里窝藏了一个声名狼藉的罪犯。再比如当药粉失

效, 他在伦敦大街寸步难行, 随时会被发现和拘捕

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用杰基尔的名义去找拉尼翁,

要求他帮他买药粉, 尽管拉尼翁对海德这个丑陋蛮

横的角色充满疑虑 但是基于对杰基尔的名声的信

任, 还是接待了海德, 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在小说中, 由于无法顺利变身成杰基尔医生,

海德已经预感到他的时日无多。伦敦的大街上有警

察在巡逻, 要将海德绳之以法。在杰基尔的家里,

有仆人们在窥探着海德这个奇怪的客人, 监视着他

的举动。此外, 还有厄塔森等人, 自信杰基尔被海

德要挟, 甚至有可能被海德杀害, 一心一意要帮杰

基尔摆脱海德。而在海德内心, 更驻扎着杰基尔的

意识, 不停地在为自己可能失去名声、前程等懊悔

不已。在这多重力量的规训下, 海德在逐渐丧失着

他的野性。后期的海德, 所谓的越格之处只剩下了

在杰基尔留下的神学著作上留下一些 ∀不堪入目的

亵渎神明的词句# ( 52)。其余的大部分时间, 他只

敢暴躁地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 以绝望的姿态流泪

哭泣。如果说海德先生所代表的是杰基尔医生被压

制的欲望, 是人的原始本能的纯粹体现的话, 此

刻, 他的原始性已被大大削弱。柯里认为小说的结

尾, ∀海德现在正追赶着杰基尔, 正从体内向他扑

去, 准备最后将他取代 # ( 2003: 136) , 克莱门斯也

认为 ∀海德占了上风# ( C lem ens, 1999: 150), 这种

解读只注意到了海德对杰基尔医生的躯体的占有,

却忽视了杰基尔医生在思想上对海德的殖民。

在小说中, 杰基尔的存在一直是一个混合体。

海德最早出现时的形象则是一个提纯后的结晶,

∀是人类中唯一纯粹由恶组成的人 # ( 68)。他身上

的兽性使他行动起来不知畏惧, 为起恶来旁若无

人。不过,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律系统以及道德

系统等规训机制的启动, 海德已经被驯化, 在思想

上越来越向和他共用一个躯体的杰基尔靠拢, 甚至

主动选择过上了囚徒式的生活。早在警察怀疑到他

之前, 他就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出门, 杰基尔所居住

的宅院成了囚禁海德的监狱。如同犯人一样, 他也

只能站在窗边, 隔着窗栅栏, 呆呆地望着月亮叹

息。表面看, 海德先生将杰基尔医生赶出了躯体;

事实上, 海德的原始形象正在不断被维多丽亚时代

的意识形态体系所规训。无论是海德先生, 还是杰

基尔医生, 他们均意识到, 一旦人们认识到了真

相, 杰基尔医生将失去他在这个社会上的一切; 而

海德先生失去了杰基尔医生的合法庇护, 再也不会

有人愿意给予他尊重和宽容。杰基尔的信用破产,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结局。杰基尔 /海德在

小说结尾所表露出的痛苦之情, 不是出于道德忏

悔, 而是来自于两人共同体验到的对维多利亚社会

惩罚机制的恐惧。

 化身博士 ! 的结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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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塔森律师率众闯入实验室, 看到地上僵死的尸体

有着海德的形体特征, 但是小说本身的叙述却根本

没有回答服药自尽的, 究竟是杰基尔, 还是海德。

但无论是谁, 就像杰基尔医生的名字所暗示的那

样, 放纵欲望, 结果无疑是 ∀杀死自我 #。∗
通过杰

基尔 /海德之死, 小说完成了一种道德说教: 要是

不压制体内不安分的因素, 必然会受到惩罚。要想

平安无事地生活,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服从维多利亚

时代体面的道德法则, 或者像杰基尔还没有变身为

海德之前那样将体内的分裂暗藏, 或者学习厄塔

森, 彻底摒弃欲望, 做个循规蹈矩的顺民。

 化身博士! 有着明显的哥特式风格。然而与

18世纪诞生之初的哥特式小说不同的是, 它的舞台

已经从残破的古堡和修道院, 移至了城市的中心。

在华丽的房子里有着黑暗的角落, 在体面的人格背

后潜藏着隐秘欲望。 ( Spence r, 1987: 87- 96) 海德先

生是维多利亚时代压抑性道德催生出的 ∀恶之花 #,

暴露出这个时代光鲜外表下的裂痕。然而主流意识

形态是绝对容不下海德的存在的, 以厄塔森律师为

代表的道德机制的层层追踪, 以及杰基尔医生对失

去社会地位的深层恐惧, 不断规训着海德先生这个

原始欲望的代表。通过杰基尔 /海德的自杀, 维多

利亚时代的读者大可在受到些许挑战和震撼后, 得

到道德的舒解和满足: 故事中的恶魔终于在恐惧和

懊悔中死去, 社会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  化身博
士 ! 中, 作者斯蒂文森抨击了维多利亚道德观的虚

伪和压抑, 然而他还是无法彻底摆脱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 给了小说一个充满道德意味的结尾。

注释:

∃  化身博士! 出版于 1886年 1月, 6个月内就在英国卖

出了 4万本, 在美国则有 25万本盗版书。参见 F rank

M cLynn, Rober t Louis S tevenson, 第 263页。小说出版百余

年来, 曾数十次被搬上舞台, 改编为话剧、歌剧、电视

剧、电影等多种演出形式, 其中 1923 年由 Rouben

M anou lian导演的电影还为扮演主人公杰基尔 /海德的

F redericM arch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正如

美国著名小说家奥茨所言: ∀即使是从没有读过这部小说

(  化身博士! ) 的人, 即使是从来不读书的人, 也可以

通过流行文化知晓谁是 +化身博士 ,。# 参见 Joyce Ca ro l

Oa tes, ∀ Jeky ll / H yde, #H udson Rev iew (W inter 1998) , 第

603页。

& 参见  新牛津英语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第 979页。

∋ 小说出版以后, 大多数读者都把海德的罪恶和癫狂的性

欲联系在一起, 斯蒂文森却一再强调小说的主题与性无

关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道: ∀海德根本不是个酒色之

徒。))问题出在杰基尔身上,他是个伪君子,而不是他喜

欢女人。人们为愚蠢和欲望蒙蔽了眼睛, 什么也看不到,只

想着性。#参见 PaulM aixner, ed. R ober tL ouisS tevenson: The

CriticalH eritage, L ondon: Routledge, 1981, 第 231页。

(参见斯蒂文森:  化身博士 !, 赵毅衡译, 沈阳出版社,

1999年出版, 第 75页。以下引文皆出自该译本将只标页

码, 不再另注。

∗ 杰基尔医生的名字 Jekyll中的 je在法语中表示 ∀我 #,

ky ll则与英文 ∀ kill#, 即 ∀杀死# 一词谐音。他的名字

的象征性含义就是 ∀杀死自我# ∀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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