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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专题研究 ]

赛珍珠对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借鉴
———兼论赛珍珠研究中的西方文化因素问题

张春蕾 , 　祝　诚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 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 ] 赛珍珠在进行小说创作时 ,除自觉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外也在自觉汲取西方文化的营

养 ,她对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借鉴就是典型的例证。通过对赛珍珠的《大地》、《龙子》、《同胞》与

狄更斯的《双城记》、《圣诞欢歌》、《艰难时世》等小说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 ,赛珍珠在社会题材

的选择、人道主义主题的确立、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情节结构的设置安排等方面都对狄更斯有

所借鉴并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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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并自觉接受两种

文化影响的美国作家 ,赛珍珠的创作具有中西方

两种文化的双重特质。但近年来 ,国内学者们就

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赛珍珠创作的影响进行了

比较纵深的研究的同时 ,对西方文化与赛珍珠创

作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涉足。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所

了解到的 ,近年来国内专论赛珍珠与西方文化关

系的文章 ,只有顾钧的《赛珍珠创作中的美国因

素》(原载《镇江师专学报》2001 年 4 期) 。从大力

弘扬民族文化的情感上来说 ,这种情形的产生是

可以理解并值得赞赏的 ,但是 ,对于赛珍珠这样一

个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作家 ,要对她作

出全面、客观而公正的理性批评 ,这种疏忽是欠妥

的。诚然 ,中国文化是赛珍珠十分推崇的文化 ,中

国题材也一直是她创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她

在《受奖演说》中曾说过 :“假如我不按照自己完全

非正式的方式也提到中国人民 ,我就不是真正的

我了”,[1 ] (p. 63)但同时她更强调自己是“为我的国

家美利坚合众国领奖”,她“代表所有美国人”,“大

家都分享着这一荣誉”。[1 ] (p. 62) 她在另一篇题为

《中国小说》的受奖演说中更明确地提到“恰恰是

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

就”,[2 ] (p. 65) 但同时她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中

也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英国文学的历史。赛珍珠酷

爱中国传统文化 ,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

学习 ,除了儿时的家庭教师孔先生的教导和崇实

女子学校中文科非正式的学习以外 ,大多是通过

她自己的自学、观察和思考来完成的 ,与之相反的

是 ,在西方文化和文学方面 ,她经过了很系统的训

练。赛珍珠从小在母亲的耳提面命下开始学习英

语 ,阅读英语文学作品 ,家中藏有《莎士比亚全集》

和《狄更斯小说集》。1909 - 1910 年 ,她又在当时

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英语学校 ———上海朱威尔小

姐女校学习过 ,1910 - 1914 年 ,她在美国伦道夫

- 梅肯女子学院完成了她的本科教育 ,1926 年 ,

已为人妻母的赛珍珠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英语

文学硕士学位。这些教育不可能不成为赛珍珠的

知识结构、心理结构乃至思维、判断方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她的读者对象也是美国人或西方

人。她选择中国人的生活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 ,

是因为她从小生于斯、长于斯 ,熟悉中国的风土民

情 ,但当她思考、评价这些生活时 ,西方的价值观

恐怕仍在她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就是说 ,中

国题材是其作品中的显在成分 ,而西方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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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潜在的成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认

为 ,鲁迅说“看她的作品 ,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

女教士的立场而已”[3 ] (p. 20) 是有其合理性的。笔

者这番论述决无否定此前研究成就的意思 ,仅仅

是想再一次提醒一下 ,我们在关注赛珍珠作品中

的中国因素、或中西方相融合的因素的同时 ,也要

深入关注其作品中的西方因素。之所以说“再一

次”,是因为郭英剑先生早在 1992 年就曾提醒过 :

“研究赛珍珠 , ⋯⋯要重视赛珍珠所受中国传统文

化影响的因素 ,但不能忽视西方文化对其创作思

想的影响。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4 ] (p. 42)

在众多的西方作家中 ,狄更斯是对赛珍珠产

生过极大影响的作家。赛珍珠从小就酷爱阅读狄

更斯的小说 ,对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许多场面都

十分熟知 ,并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多有借鉴。她

在《我的几个世界》中曾描述过狄更斯如何给童年

时代的她带去欢乐 :“⋯⋯在南面走廊阳光照得到

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个冬天 ,我花了好几个下午独

自在看书。我在那儿反复阅读我家那套查尔斯·

狄更斯小说集。有时一边看书 ,一边吃着橘子和

花生 ,悠然自得。”[5 ] (p. 17) 1936 年 ,她还写过一篇

题为《感谢狄更斯》的文章 ,登载在《星期六文学评

论》第 13 卷上。她家中那套狄更斯小说集陪伴了

赛珍珠一生 ,几十年来 ,不论她搬迁到哪里 ,不论

是辗转于中国各地 ,还是漂洋过海回到美国 ,总把

它们带在身边。赛珍珠临终前几个月 ,“作了一个

古怪却感人的临别姿态。她躺在床上 ,请德瑞柯

(她的私人秘书 ———笔者注)把她的旧的狄更斯小

说摆在周围 ,再次表达她对自己文学蒙师的崇敬。

她抚摸着那些曾给稚子和少女的她如许欢乐的

书 ,重温旧事。”[6 ] (p. 422)她的妹妹格雷丝对此作了

一个意味深长的解释 ,说她“是在试着回到源头”。

她还曾多次表示 ,是狄更斯史诗般的小说激发了

她幼年时的想象 ,使她萌发了当一个作家的念头。

本文拟从小说主题、艺术手法及创作活动等方面

比较一下赛珍珠和狄更斯风格的异同 ,以期抛砖

引玉 ,引起大家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

一

赛珍珠与狄更斯的相似之处 ,首先体现在题

材的选择和主题思想的确立方面。他们的小说都

可称为社会小说 ,他们首先都是作为时代的观察

家 ,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而对作为个体存在

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并不深 ,体现出明显的外

倾化特征 ,因此 ,从总体上讲 ,他们的作品都具有

史诗性。在狄更斯的笔下 ,英国的议会政治、司法

界、教育界、济贫院、乃至伦敦的负债人监狱、贫民

窟 ,不同社会阶层都被作了一次全景式的扫视 ,全

面展现了 19 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

完整画面。赛珍珠的阅历没有狄更斯那样丰富 ,

在才思的广博上也逊色一些 ,但她同样在自己的

作品中展示了 20 世纪初期到中期现代中国社会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大地》通过王龙一家三代

人的经历 ,把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在水旱蝗灾、列

强蹂躏、军阀混战、兵匪抢劫等种种苦难中辛苦挣

扎的生活 ,以及他们寻求科学救国的历程大体真

实地再现了出来。《龙子》比较准确地再现了抗日

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

难 ,以及中国人民机智勇敢的抗争行为。他们在

选材上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关注的对象大多是处

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民众。在狄更斯笔下 ,虽

然也有贵族、议员、资本家 ,但这些形象大多是作

为受批判的对象出现的 ,他把自己全部的同情都

给了济贫院的孤儿、负债人监狱中的关押者、穷苦

的洗衣妇和许许多多在贫困线上挣扎着的人们。

生长于传教士之家、从小就在仁慈、博爱的基督教

思想熏陶下的赛珍珠继承了这一传统 ,她把占中

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为自己描写和歌颂的主

要对象 ———为此 ,她和中国学者江亢虎之间还发

生过一场广为人知的笔战。此外 ,对妇女、弱智儿

童和孤儿等弱势人群的同情和关爱也是她作品中

十分重要的内容。

与题材的相似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主

题思想的一致。赛珍珠和狄更斯从来都不是唯美

主义者 ,他们的创作有强烈的干预生活的倾向 ,因

此他们的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 ,这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人道主义思想。有的评论家把狄更斯的人道

主义称为行善施爱的“圣诞精神”,我们也姑且把

赛珍珠的人道主义称为悲天悯人的“基督精神”,

她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基督教思想世俗化的体现。

在他们的作品中 ,人道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底层人

民苦难命运的同情、对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好

品德和聪明才智的颂扬以及对革命的暴力行为的

思考。

首先 ,赛珍珠和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

想体现在他们对底层人民苦难命运的同情 ,真实

再现了一幅幅悲惨的生活图景 ,他们对社会环境

的再现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赛珍珠在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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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也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

苦难。《大地》中刚刚和阿兰燕子垒窝似地建立起

一个温馨小家的王龙 ,就遭受到一场罕见的旱灾 ,

他的幸福在旱魔的巨掌中脆弱得像片风中的枯

叶。整个乡村饿殍遍野 ,人烟渐灭。为了减少吃

饭的嘴 ,人们虐杀女婴 ,最终不得不四出逃荒。中

国农民就这样不断地在旱灾、涝灾、蝗灾、兵灾、匪

灾的重重打击下苟延残喘。作为一个女性作家 ,

赛珍珠还对妇女和儿童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东

风·西风》中倔强而孤独、寂寞的母亲是封建传统

道德的牺牲品 ,《大地》中的阿兰为丈夫和家庭耗

尽了一生 ,最终换来的是被遗弃的下场 ,作者对她

们不幸的命运充满怜悯和叹息。而她写于 1950

年的《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则是对弱智儿童的眷

眷慈母之心的真挚告白 ,发表以后 ,不知打动了天

下多少母亲的心。同样 ,我们也在狄更斯的《奥列

佛·推斯特》中 ,看到了暗无天日的济贫院中那群

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子 ,他们不得不为争

取“再添一点儿”稀粥而冒被毒打、囚禁的危险 ;在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 ,看到他满怀义愤地把私

立学校描写成摧残儿童身心的活地狱 ;在《双城

记》中 ,巴黎圣安东尼贫民区狭窄、肮脏、满是积水

的街道两旁 ,贫民们的房子活像一个个耗子洞 ,而

那些低贱的贫民就是出没于洞穴的一群群耗子。

同时 ,赛珍珠和狄更斯还从人道主义的立场

出发 ,对这些普通贫民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好品德

和聪明才智加以热情颂扬。赛珍珠慷慨地赋予了

笔下人物以许多美德 ,《大地》中的阿兰、《龙子》中

的林嫂、《同胞》中的梁太太等都是没有接受过任

何教育的农村妇女 ,但是 ,她们凭借天然的智慧生

活 ,比她们的丈夫更有聪明才智。阿兰不仅在大

饥荒时帮助一家人逃脱了死亡的袭击 ,还凭借自

己过去的生活经验帮助丈夫发家致富 ;林嫂在兵

荒马乱的岁月 ,体现出男人一般的沉着冷静和勇

敢智慧。梁太太虽然大字不识几个 ,但她是家庭

的主心骨 ,是一个比丈夫真实得多的女人。在《龙

子》中赛珍珠甚至说 :“一个有学问的人断不会有

一字不识的人勇敢。”[7 ] (p. 190) 显示出她的平民主

义立场。而狄更斯在《圣诞欢歌》中 ,着力渲染了

小职员鲍勃·克拉吉一家寒酸而温馨无比的圣诞

晚筵 ,体现出的是骨肉间相濡以沫的挚爱深情 ;

《大卫·科波菲尔》中保姆坡勾提和她的哥哥纯朴、

善良、无私、忠实 ,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

质。他的笔下还有一群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圣

人”———《小杜丽》中的小杜丽善良、仁爱、高尚 ,是

“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艰难时世》中的西丝

以一颗充满温情的心感化了顽固的功利主义者葛

雷梗 ,用爱的魔力给那个死气沉沉的家庭带去生

气 ;仁爱精神的最高代表是《双城记》中的卡尔登 ,

他为了心爱的女子能幸福生活 ,代替自己的情敌

走上断头台。这里 ,卡尔登和断头台构成了类似

基督耶稣和十字架的象征。

赛珍珠和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立场更为惊人的

相似体现在他们对待恶势力所采取的态度是一致

的。他们都怀着无比憎恶的心情揭露了种种恶行

败德 ,但是 ,如何处置这些代表恶势力的个体 ? 如

何改变这个充满恶的社会 ? 在这个令人棘手的问

题面前 ,他们也像许多需要为社会出路开药方的

作家一样 ,变成了庸医。能否运用暴力手段处置

恶人、变革社会呢 ? 二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革

命斗争在他们的意识中变成了以暴易暴、以红色

恐怖代替白色恐怖的代名词。狄更斯的这种思想

集中体现在《双城记》中关于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

命的扭曲的、漫画式的描写上 ,他无限同情遭受贵

族蹂躏的法国贫民 ,但是 ,当他们站起来 ,运用暴

力的手段替自己报仇雪恨、找回公道时 ,他们立刻

就成了嗜血狂、刽子手。《双城记》中有一段关于

如何处罚叛逆罪犯的叙述 :“先由囚车把他拉去吊

得半死 ,然后放下来 ,当着他自己的面用刀割开

他 ,然后取出他的肚肠来烧 ,叫他看着 ,然后砍下

他的头 ,把他劈成四块。这就是判决。”[8 ] (p. 64) 这

段令人发指的描写竟然是由书中一个人物津津有

味地讲述出来的 ,那麻木的态度简直比刑罚本身

更可怖。革命暴力的集中化身是得伐石太太 ,革

命爆发以后 ,她腰间别着短刀 ,和男人一样狂热地

杀人 ,复仇的烈焰把她由善变成了恶。而与之相

对立的则是宽恕一切的梅尼特医生 ,作者用前者

无意中的自戕行为和后者宁静安祥的晚年进行对

比 ,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赛珍珠对革命和暴力的否定态度则散见于她

的几部长篇小说《分家》、《龙子》和《同胞》中。在

这些作品中 ,赛珍珠描写了几个近乎变态、怪异的

革命者形象。《分家》中的王孟是个革命者 ,但作

者通过一个洋车夫的口对他作了彻底的否定 :那

个洋车夫遭到洋人欺负 ,王孟怒责洋人之后 ,转而

“怒车夫不争”,又把他痛揍一顿 ,挨了两次揍的车

夫说他“比哪个洋人都揍得更狠”,革命给百姓带

去的竟是更深重的痛苦。王源的女同学、一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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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穿着直统统的深蓝色或深灰色的旗袍”、苍白严

肃的姑娘也是革命者 ,可她竟因王源不接受自己

的爱 ,而诬告他是共产党 ,致使他锒铛入狱。《龙

子》中的三儿子在遭到日寇的污辱后 ,上山参加了

抗日游击队 ,但他的形象更像一个土匪。复仇的

暴力把他变成了魔鬼 ,他竟以杀人为乐 ,以至于其

父林郯认为 ,“为了百姓 ,一个喜爱杀人的人应该

死掉 ,纵然他是我的亲儿子。”《同胞》中的彼得是

个面目更加模糊的革命者 ,在作品中倒更像某个

恐怖组织或秘密组织成员。他认为 ,“唤醒人民的

唯一途径是对他们使用暴力。”[9 ] (p. 237) 从此他性

情大变 ,从一个有几分憨直的小伙子 ,变成暴躁易

怒而阴郁的人 ,作者最终以他的死来宣告他的暴

力理论的破产。与他们相反的是仁爱、善良、以具

体踏实的工作帮助人类、改变世界的梅琳、玉儿、

詹姆斯和玛丽等人。他们才是赛珍珠理想中社会

变革的中坚力量。

二

赛珍珠和狄更斯另一层联系是在作品的艺术

手法方面。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内容广泛、题材多

样 ,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倾向于传统。与他们在

内容上取得的成就相比 ,他们对艺术手法的运用

总体来说都不为评论家们看好 ,狄更斯被说成“缺

少艺术的自觉”,而身处 20 世纪现代主义盛行时

期的赛珍珠则被说成“把自己视为说书人 ,而非艺

术家 ,从来就没有对自己写作的美学成就自信

过”[6 ] (p. 268)的通俗作家 ,认为她喜欢采用边缘的、

甚至轻浮的题材 ;对人物缺乏深刻的心理分析 ;结

构上爱用章回体而非复式结构 ;同时也不是一个

措词讲究的文体家等等。但这些偏激的评论并不

能说明他们在艺术上没有自己的成就。赛珍珠对

中西方传统小说的某些手法的自觉运用 ,狄更斯

对流浪汉小说形式的充分再现及其机智、诙谐的

文风 ,都为大多数评论家首肯 ,本文将主要就二者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设置等方面的异

同进行比较论述。

狄更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成就 ,历代评

论家的态度褒贬不一 ,且贬多于褒。主要集中在

如下几点 :其一 ,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扁型

化、简单化的 ,性格单一 ,因而缺少艺术力量 :“我

们从一侧朝匹克威克先生看去 ,会发现他的厚薄

不超过一张留声机唱片。”[10 ]其二 ,他的人物是夸

张的、漫画化的、不真实的 ,他常常将人物身上某

一显而易见的特征加以夸大 ,而使人物整体失真 ,

“他们的鼻子比身体还要大。”[11 ]其三 ,性格静止

不变 ,他创造了一些年龄会长大而性格和心理不

会长大的人。其四 ,人物概念化 ,人物只为宣讲作

家的主观思想而存在 ,缺少自身的性格逻辑和历

史 ,“狄更斯所描绘的角色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人。

他赋予他的傀儡一种魅力 ,凭借这种魅力 ,他可以

不顾这些傀儡是否具有人的本性。”[12 ]当然也有

一些褒扬 ,如爱伦·坡称赞他的夸张手法是艺术上

的“创造”,20 世纪初英国小说家吉辛则称道这种

夸张是“炽热的创作热情的表现”,显示了狄更斯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特点。笔者认为 ,完全否

认狄更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是有失公允的 ,

因为我们无法否认他创造出来的形象所具有的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 ,无法抹去人物留给我们的鲜明

印象。运用夸张手法 ,可能使他的人物出现漫画

化、类型化倾向 ,但同时也使人物个性突出 ,形象

鲜活生动。性格单一不代表性格浅薄。在塑造人

物上 ,狄更斯更多地运用了古典主义喜剧的夸张

手法而非现实主义的分析解剖。

相比之下 ,赛珍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对狄更

斯有借鉴也有超越 ,总体来说创作态度要理性得

多 ,虽然其中也不乏主观意志的产物。依据真实

性和审美性的原则 ,我们把其中主要的、或特征比

较明显的人物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比较客观、

真实、丰满因而也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 ,如《东

风·西风》中的桂兰 ,《大地》中的王龙、阿兰 ,《龙

子》中的林郯、林嫂和玉儿 ,《群芳亭》中的吴太太

等 ,他们的性格展现与各自生活历史的描述是紧

密相依的 ,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也在不同程度

上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其中阿兰的形象可称

得上是集旧中国劳动妇女的主要性格特征和命运

特征于一身的文学典型。阿兰的寡言少语、沉着

冷静、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克己忍让、逆来顺受 ,

以及每至人生的关键时刻而愈加凸现出来的那些

与生俱来的天然智慧 ,都赋予了这个人物以相当

厚重的内涵和很高的艺术品位。作者始终把她放

在“大地”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描写 ,人物和她生活

的环境紧密相连 ,融为一体。同时围绕着她的也

不乏一些逼真的细节 ,如生孩子、做小衣服、搭席

棚、纳鞋底等 ,这一形象是赛珍珠对中国农民和中

国劳动妇女长期观察、透视的结晶 ,也凝聚着作者

对下层人民和劳动妇女深厚的感情。第二类是相

对缺少生活基础 ,因而其真实性和审美性受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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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或部分受到局限的人物 ,如《儿子们》里的王虎 ,

《分家》中的王源 ,《同胞》中的詹姆斯等。对这些

形象的刻划某些局部比较成功 ,但就整体而言则

不够完整。如王虎 ,虽然他身上带有旧中国军阀

的一些特征 ,但由于作者与人物生活的环境距离

较远 ,这个形象总体是模糊的 ,甚至有些变形。第

三类人物则基本是一些概念化的形象 ,如《分家》

中的王孟、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龙子》中的林老

三、梅丽 ,《同胞》中的彼得、玉梅等 ,有些形象几乎

可以看作是狄更斯作品中某些偏执狂的移植或翻

版。王孟和彼得的狂躁和阴郁 ,体现了作者对革

命的反感 ;而林老三的嗜血成性、杀人如麻则和得

伐石太太等法国大革命中的起义者如出一辙 ,他

最后的转变也带有狄更斯小说中那种童话般的神

奇色彩。狄更斯由于其驾驭语言的超凡能力 ,常

常用新奇的比喻和幽默夸张的语言把那些并不真

实的形象展现得活灵活现 ,从而赋予那些傀儡以

一种迷人的魔力 ;而赛珍珠在语言的运用上是难

以望其项背的 ,所以这些形象只能苍白地存在在

作品中 ,甚至没有一块掩饰他们缺陷的面纱。在

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赛珍珠和狄更斯同样的不足

还有缺少细致的心理分析 ,从而使人物显得缺少

深度。

就作品情节而言 ,赛珍珠和狄更斯在对社会

总体特征作出较准确的把握的同时 ,在具体情节

的展开、细节的刻划和结局的处理上都有许多失

真之处 ,都有以理想主义的浪漫幻想代替现实主

义的冷静剖析的倾向 ,结尾往往是以大团圆的喜

剧场面收场 ,或留下光明的尾巴 ,从而把复杂问题

简单化 ,给读者一个玫瑰色的梦。狄更斯常常为

了迎合读者的口味 ,或因为缺少创作悲剧的深沉

气质而忽视生活真实 ,编造一些虚假而浅薄的情

节 ,批评家称之为“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甚至

挖苦说 ,如果让狄更斯去写《欧也妮·葛朗台》,葛

朗台在最后三页一定会变成慷慨大方的人 ,如果

让他写《红与黑》,于连最后会和玛特儿小姐结婚 ,

德·瑞那夫人还会参加婚礼。类似情况在赛珍珠

的作品中也有体现 ,她或是出于对生活本身的复

杂性缺乏了解 ,或是出于对生活的信心或期望 ,从

而把复杂问题进行了简单化处理 ,给人以草草收

场的感觉。《分家》以王源的艰难求索人生和社会

出路始 ,以他最后得到梅琳的爱终 ,小说色调顿时

为之焕然一新 ,但作为气势宏阔的三部曲的收尾 ,

显得过于简单 ,与整部作品不大相称。《龙子》的

结尾把整部小说抗战的主题转移到拯救林老三被

扭曲的灵魂以及爱情、家庭等问题上 ,西方美人救

东方英雄的故事新奇得没有丝毫逻辑。作品中林

嫂对梅丽的态度比较现实而冷静 ,她接受不了一

个洋媳妇 ,因为“不信她能给我们生个孙子来”!

这句话倒无意中道出了这个形象和这个结尾的虚

假不实。

在小说结构方面 ,二者也有共同之处。赛珍

珠的作品被称为章回体单线推进式小说 ,而不采

用比较复杂而构造精密的复式结构 ,基本是依事

件发生的先后一步步写来 ,当作品内容纷繁密集

时 ,就会显得琐碎 ;当作品中的事件延续较长时 ,

又会使作品显得拖沓。早期小说《东风·西风》、

《大地》等作品的结构还是比较讲究的 ,而后期的

作品表现得比较明显 ,在那些非小说的传记作品

中体现得更加充分。而狄更斯创作小说之初因多

采用报刊连载的形式发表 ,常常是今天的内容发

表了 ,明天会发生什么故事还不知道 ,因此作品的

结构是以松散著称的 ,如《匹克威克外传》等作品

都是如此。当然他有时也写出如《双城记》这样结

构精致的佳作。

三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 ,二者在文学创作活动方

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在自己国家中都是卓

越的通俗作家 ,或可称为畅销书作家 ,其作品成书

之时就很受普通读者的欢迎。赛珍珠的代表作

《大地》被每月图书俱乐部选中后 ,1931、1932 连

续两年成为该俱乐部推出的最畅销的书 (她共有

15 部著作被选中) ,她的创作不仅使她自己成了

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而且救活了庄台出版公司。

这些小说对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许多美国人

都承认他们对中国乃至亚洲的认识是通过赛珍珠

的作品完成的。而狄更斯的许多作品开始都是以

连载小说的形式面世的 ,为此报刊的订数一再攀

升 ,据统计 ,在英国 ,狄更斯的小说是除了《圣经》

和莎士比亚之外发行量最大的。不仅如此 ,他们

的多部作品都曾被改编成电影上映 ,还被翻译成

不同语言 ,在许多国度里传播 ,扩大了他们的影

响。他们都积极参与国内大事 ,同时也对本国的

时政产生过深刻影响。赛珍珠不仅以她创作中贯

穿始终的态度 ,而且以她的游说、疏通等不懈的努

力 ,成功地改变了美国在移民、收养孩子、少数民

族权利和精神健康等方面的态度和政策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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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6 ] (p. 14)狄更斯则用他的作品 ,“在很大范围内

塑造了这个民族”,“一些道德方面的原因使英国

免除了一场革命 ,狄更斯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13 ] (p. 2)

而在评论界 ,他们又都是有争议的作家 ,在他

们诞辰后的一百年里 ,对他们的评价都是起起落

落。赛珍珠的作品在美国和中国的评论界中都经

历过复杂的沉浮过程。在美国 ,从《东风·西风》、

《大地》等作品问世之初读者圈和评论界的热情 ,

到 1938 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评论界对她

的评价戏剧性地陡转直下 ,二战后 ,她的声誉降到

极点 ,“文学界大多数人已把赛氏从正文贬到脚注

的地位”,她被大多数美国文学史排斥到边缘地

带。而在中国 ,从 30 年代《大地》问世之初 ,对她

的评论就是褒贬参半 ,意见不一。由于她的民主

立场 ,她受到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攻击 ;由于她对

共产主义的口头贬抑 ,她又受到共产党政府的冷

落。但是 ,1992 年赛珍珠百年诞辰之际 ,她的母

校 ———美国伦道夫 - 梅肯女子学院和中国都举办

了大型研讨会 ,这位卓越的女性在她的两个故乡

都在逐步恢复声誉 ,引起东西方人民更多的关注。

狄更斯在世时 ,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是“几乎神

话化的民族意识”。[14 ] (p. 4 - 5) 可当他在 1870 年去

世以后 ,又被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评论家贬为不

真实、没有艺术自觉的浅薄、逗乐的通俗小说家 ,

直至 20 世纪初期 ,对他的评价才重新回升。今

天 ,狄更斯仍是英国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而赛珍珠和她的文学导师一样 ,也是公认的

美国文学中杰出的女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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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l S. Buck′s Dra wing From Dickens′Novel Writing
———Also A Discussion on Western Culture in the Study of Pearl S. Buck

ZHAN G Chun2lei , 　ZHU Cheng
( Zhenjiang Specialized School , Zhenjiang 212003 , China )

Abstract : Pearl S. Buck′s works are influenced not only by Chinese Culture consciously but also by

western culture naturally. A typical case is that she draws a lot f rom Charles Dickens. By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Pearl S. Buck’s such novels as The Good Earth , D ragon Seed and Ki nf olk with Dickens’novels

such as A Tale of Tw o Cities , The Christ m as Carol and Hard Ti mes ,we find Pearl S. Buck learns and

develops a lot on social subject matter ,the estabishment of humanism theme , the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plots f rom D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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