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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在侦探文坛上的经典小说家

探析狄更斯 德鲁德疑案  的侦探小说特征

顾黎敏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36)

摘 ! 要: 侦探小说这一特殊文体始于 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 坡 莫格街谋杀案 的发表。它在世界文坛上的发展与

繁荣离不开狄更斯等小说家的努力。狄更斯是当时在侦探文坛上驰骋的为数不多的经典小说家。本文拟从悬念设置、罪犯

形象塑造、社会病症三方面分析狄更斯 德鲁德疑案 的侦探小说特征。

关键词: 狄更斯; 德鲁德疑案; 侦探小说; 悬念设置 ; 罪犯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 I561 07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 722X ( 2005) 06 0092 05

The C lassicW riter Telling a Detective Story:

The Det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 ickens Mystery of Edwin Drood
GU L im in

( Fore 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hangha i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6, Ch ina)

Abstrac t: Detective story as a spec ific gen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ublica tion of Edgar A llan Poe s TheM urder s in the R ue

M orgue in 1841. H owever, the genre s developm ent and prosperity owes much to the endeavor of such w riters as Cha rles D ickens.

D ickens is one o f the few c lassic w riters w ho w ere a lso good a t detective sto ry w r iting. Th is paper a im s to ana ly ze the detectiv e

characteristics of D ickens Mystery of Edw in D rood in term s o f suspense- creation, portraya l o f cr im ina ls and soc ial problem s.

K ey words: D ickens; M ystery of Edw in D rood; detec tive story; suspense creation; portraya l o f cr im ina ls

! ! 0. 引言

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体裁始于 1841年美

国作家爱德加 ∀爱伦 ∀坡 莫格街谋杀案  的发

表。但是, 从诞生到 1891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
侦探小说第一次真正冲击文坛之间的 50年中, 侦

探小说创作没有形成很大的气候。然而英国杰出的

文豪查尔斯 ∀狄更斯却是当时为数不多涉足侦探小
说这一通俗领域的经典小说家, 为侦探小说的成长

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

假如美国没有出现爱伦 ∀坡这位天才作家, 那么狄

更斯很可能就是侦探小说的首创者。

在侦探小说基本上还处于沉寂状态时, 狄更斯

却对这一新颖而超前的体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

无比的宽容, 他的很多小说中都有侦探小说的特

点。在 巴纳比 ∀鲁德奇  ( 1841) 这部以描写民

众暴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 作者塑造了巴凯特警

长这一形象。此人机智勇敢, 极富同情心, 对社会

上的三教九流了如指掌, 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一个好

警官, 也具备了侦探的某些特点。 荒凉山庄  
( 1852 1853) 中侦探小说的元素就更多了一些。

小说不仅包含了 #疑案 ∃ 的成分, 还出现了侦探贝

克特探长, 对侦探形象和侦探行为开始有了更为细

致的描写。其他诸如 远大前程  、 我们共同的朋

友  等作品中都出现了侦探小说的特性, 不过本文

着重讨论的是狄更斯的遗作 德鲁德疑案  

(以下简称为 疑案 )。
疑案  ( 1870) 原是连载小说, 分为 12期,

但遗憾的是, 狄更斯在写完 6期后突发脑溢血去

世, 使得小说后续情节成了不解之谜。对 疑案  

的构思, 狄更斯曾在给他的老朋友 传记作者约

翰 ∀福斯特的信中说到, 他本来打算写一对年轻男

女在订婚多年后, 怎样逐渐疏远以致最后分手, 重

点描绘他们的不同道路以及最终命运的必然性。但

是在创作过程中, 狄更斯告诉福斯特他放弃了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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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想, 并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构思: 一个叔叔

(贾斯泼 ) 怎样谋杀自己的侄子 (德鲁德 )。它的新

颖之处在于, 作品末尾部分当谋杀者回想自己的谋

杀行为时, 感到罪犯似乎不是自己, 而是另一个受

到诱惑的人。

在这部充满神秘色彩的著作中, 蕴涵着许多早

期侦探小说的特征。下面试从悬念设置、罪犯形象

塑造、社会病症三方面逐一分析。

1. 悬念设置

人们常说侦探小说是 #解谜∃ 的艺术, #谜 ∃

就是悬念, 悬念是作品提出而尚未回答的问题。希

区柯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 如果你要

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 然后突然一声爆

炸, 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

场面; 然而在打牌开始之前, 你先表现桌子下面的

定时炸弹, 那么你就制造了悬念, 并牵动观众的

心。这个比喻式的定义不但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悬念

的意义, 还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悬念所能造成的奇妙

效果, 即它给予读者那种紧张、焦虑与迫切地想知

道下文的心情。悬念是侦探小说的生命和骨架, 是

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用

#悬念迭起, 扑朔迷离 ∃ 来形容 疑案 。故事开头

描写了贾斯泼吸食鸦片, 在天亮后匆匆忙忙、慌慌

张张往教堂赶的情形。读者不禁纳闷: 这教堂唱诗

员怎么出没在鸦片馆里? 他将罗莎的画挂在壁炉架

上, 而他跟外甥德鲁德见面后谈的都是罗莎。难道

他对罗莎怀有不可告人的感情? 而他对德鲁德所表

现出来的体贴入微, 是对外甥的宠爱还是另有所

图? 当德鲁德和内维尔为了罗莎而争吵时, 贾斯泼

却在煽风点火, 最终导致内维尔摔杯而走。他的目

的何在? 是偏袒他的外甥吗? 格鲁吉斯 (罗莎的监

护人 ) 向他传达了罗莎不想让他插手她跟德鲁德的

事的意思, 他只得勉强同意, 还居然说: #愿上帝

拯救他们俩! ∃ (项星耀, 1985: 111) % 向一对即将结

婚的年轻人说这样的话, 是祝福? 还是诅咒? 鸦片

皇后与德鲁德邂逅, 告诉他 #内德 ∃ (德鲁德的爱

称 ) #在今天是一个不吉利的名字∃, 是 #一个多灾

多难的名字, 一个凶险的名字∃。( 189) 鸦片皇后作

为一个最能看清贾斯泼黑暗本质的人, 说这一番话

是不是在提醒德鲁德? 内维尔在徒步旅行过程中遭

人围截殴打, 贾斯泼指着他身上的血迹, 说他是畏

罪潜逃。这难道只是一个误会, 还是早有预谋?

&&

! ! 这一连串问号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者所设

置的层层悬念下所隐含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应

悬念实际上是由矛盾冲突构成的, 它潜含在矛盾冲

突中, 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的艺术因素。而侦探小

说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疑案  

中主要人物关系的变化可图示如下:

图 1.

图 2.

图 3.

在图 1的三角关系中贾 德矛盾是主要矛盾,

看似亲密的甥舅关系背后交织着仇恨和嫉妒的情敌

关系, 单向的敌意使天真的德鲁德面临潜伏的危

险。德 罗矛盾和贾 罗矛盾是次要矛盾。单纯正

直的德鲁德与活泼可爱的罗莎的关系是纯洁的。两

人由父亲做主从小订婚, 他们也就接受了这种关

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由于性格各异, 他们开始

怀疑这种关系。贾 罗矛盾的特征是单向的觊觎,

于是罗莎与德鲁德的爱情遭到了 #恶 ∃ 的干扰, 罗

莎的尊严受到了威胁。三角关系在一定情况下能够

保持相对稳定, 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 人物之间的

关系发生了变化, 矛盾也随之激化。内维尔 (见图

2) 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相对稳定, 原本紧张的三角

关系变得越发复杂。每个人物都与另外三人存在关

系, 而每层关系都隐含着矛盾。谋杀案发生之前,

贾 德之间依然是表里不一的双重关系 依然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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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谋杀案发生时, 贾 德矛盾激化, 进一步

演变为凶手与被害者之间的矛盾。德 罗关系发生

变化, 两人在格鲁吉斯的启发下, 终于正视现实,

承认了相互间的性格分歧, 分手而成为普通的好朋

友。贾 罗矛盾因贾斯泼向罗莎透露疯狂之情而激

化, 上升为敌对关系。内 德矛盾是单向的情敌矛

盾。内 罗关系因两人互生爱慕之情将逐渐演变成

情人关系。于是, 贾斯泼又多了一个情敌, 内 贾

矛盾是单向的情敌关系, 谋杀案发生后上升为主要

矛盾。最终, 因贾斯泼谋杀德鲁德、污蔑内维尔以

及侦探迪克 ∀戴切利的出现, 人物之间的矛盾出现

了大的变动 (见图 3) , 形成了新的四人关系, 主

要特征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对立与较量。可惜就在

这个关键性时刻, 作品戛然而止。但是从小说情节

的整体走势和审美倾向来看, 狄更斯没能完成的部

分应该是侦探戴切利在众人的帮助下, 侦破谋杀案

将罪犯绳之以法, 从而解开整部小说的 #谜∃。

从三个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小说情节线

索的发展始终服从于 #谜 ∃ 这一中心主题。狄更斯

向读者展现的每一层矛盾、所设置的每一个疑点,

都是为了适应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而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也逐步进入了作者所编织的悬念网中, 产生

了一种既牵挂人物命运又关切谜案的强烈的阅读愿

望和急切期待的心理状态。这是作者之所以精心地

谋篇布局的出发点, 也是他所期望达到的艺术效

果。

2. 罪犯形象塑造

罪犯形象塑造与情节的生动性、曲折性和惊险

性密切相关。一般侦探小说都是从犯罪心理和犯罪

行为两方面来塑造罪犯形象的, 疑案  也正是从

这两个方面成功地塑造了贾斯泼这个栩栩如生、跃

然纸上的罪犯形象。

2 1犯罪心理

犯罪心理是侦探小说的支点, 不描写犯罪心

理, 读者就不知道罪犯为何犯罪, 而作家为何要费

笔墨书写。 #犯罪心理就是在众多的心理现象中,

参与、支配和影响个体发生犯罪行为的心理因素的

总和。它是受主体因素和主体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

果。∃ #主体因素是行为人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生理、

心理和行为习惯等因素, 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因

素。∃ (魏建馨、张学林, 2003: 67、 72 ) 对贾斯泼而

言, 促使他犯罪的是消极的心理因素, 即非正常人

格, 也就是他在后天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性格和嗜

好上的怪癖。从贾斯泼跟德鲁德的谈话中我们可以

了解到 他过着单调可怜 枯燥无味的乐师生活

工作如例行公事般一成不变, 赞美诗令他腻味。他

#待在他的小天地里∃, #被各种野心、憧憬、烦恼、
不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弄得心神不安 ∃。 ( 18) 在

感情上, 他又疯狂地暗恋着外甥的未婚妻罗莎, 情

欲得不到宣泄和满足。各种欲望被压抑的他就形成

了怪异的性格, 神态阴沉抑郁, 内心阴险、狠毒、

狡猾、虚伪。同时他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 而

他吸鸦片只是为了使自己的邪恶得以扩张。这种不

健康的性格导致了贾斯泼的非正常人格, 即双重人

格。

人格是人的基本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 它

在个体与外部环境、个体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

用下形成, 组织着个体的经验形成并形成个体特有

的行为和对环境的反应。而双重人格是人格的一种

分裂与异化, 它是个体在外部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影

响和作用下, 通过人格的分裂或衍化而形成的, 一

般表现为两个相对对立稳定又有一定联系的心理结

构与过程, 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对立状态。贾斯泼虽

然外表和蔼, 谈吐随和, 嗓音低沉悦耳, 但是内心

阴暗、险恶。他极力用外表把自己的内心掩盖起

来, 给人以虚假的表象, 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

的。贾斯泼的这两种人格构成了矛盾和冲突, 使得

他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 即道貌岸然的教堂唱诗班

领唱人的体面生活和鸦片吸食者黑暗腐朽、卑鄙麻

木的生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满足了他不同人

格所支配的心理需求: 他需要人们在教堂里对他投

以尊敬、景仰的目光, 也需要在鸦片皇后这里自我

沉沦、自我麻痹。从哲学的角度看, 他的这种外表

与内心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虚假的现象掩盖着真

实的本质。双重人格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保持相对的

稳定, 然而他对罗莎疯狂的爱慕以及他对德鲁德和

内维尔的嫉妒打破了这种稳定性。于是, 披着羊皮

的狼露出了他的凶恶本质, 先谋杀德鲁德, 再排除

内维尔这块绊脚石。

侦探小说在揭示罪犯的犯罪心理后, 最终要点

明犯罪动机。随着小说情节的成熟, 作者在第 19

章和 20章中清楚地交代了贾斯泼的犯罪动机。 19

章中, 贾斯泼向罗莎透露了对她疯狂的爱, 甚至丧

心病狂地说, 只要罗莎爱德鲁德, 他就不惜把他消

灭。20章中, 罗莎经过一番前思后想, 总结出了贾

斯泼的犯罪动机是 #为了得到我 ∃ ( 261), 即一种疯

狂而又得不到满足的绝望的爱。

2 2 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是指罪犯实施的对人或社会的破坏性

行为 罪犯在做出破坏行为之前 往往绞尽脑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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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谋划, 犯下罪行之后, 又常常企图通过各种手

段逃脱罪名。侦探小说所关注的是罪犯作案之前和

之后的行为, 常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进行渲染铺

陈, 而对作案本身则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 或者在

案件侦破后才向读者交代。

贾斯泼杀害德鲁德实际蓄谋已久。为了得到罗

莎, 他利用音乐教师这个特殊角色, 像一个阴影一

样控制着她, 犹如一个可怕的恶魔困扰着她的思

想。罗莎唱歌的时候, 他就盯住她美丽的嘴唇不

放。罗莎感到无比羞耻和恐惧, 受不了这种精神压

力, 于是向好友海伦娜哭诉道: #他用他的目光使

我屈服在他的手下。他迫使我理解他的意思, 却不

必说一句话; 他迫使我保持沉默, 却不必发出威

胁 ∃。他如同可怕的黑影, 企图从精神上控制罗莎,

他用音乐向她诉说, 他把她 #当做恋人一样追求

着, 并命令她保守秘密∃。 ( 80) 为了排除情敌, 贾

斯泼利用德鲁德、内维尔、罗莎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中进行挑拨。第 8章中, 他故意提起了罗莎这个

敏感话题, 导致两个年轻人的关系激化, 发生口

角。为了日后能转嫁罪行, 他又蓄意放出谣言, 把

内维尔跟德鲁德吵架, 向他们扔杯子, 捏造成向他

们甥舅俩砸酒瓶、刀叉, 说是内维尔差点把德鲁德

杀了。杀害德鲁德后, 他又摆出一副不惩元凶誓不

罢休的姿态, 企图转移别人的注意力, 并且纠集一

帮人殴打出行的内维尔, 然后声称他身上的血迹就

是他杀人潜逃的证据, 从而达到嫁祸于人、一箭双

雕的目的。但是小说没有交代贾斯泼是如何杀害德

鲁德的, 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的不完整, 另一方面更

重要的是狄更斯所做的写作技巧上的处理, 这是侦

探小说这种特殊文体的需要。

3. 社会病症

如果说罪犯的犯罪心理是导致犯罪的内因, 那

么作家通过罪犯这个独特的视角所透视的社会本

质, 通过犯罪行为、犯罪动机、犯罪根源所揭示的

社会病症则是主体外因素, 或外因。 #主体外因素

即犯罪心理所产生的外在原因, 是多方面的, 既有

社会因素, 也有自然因素, 作为人, 社会因素则是

主要的。∃ (罗大华, 1983: 36) 埃德加 ∀约翰逊曾这
样评论道: #狄更斯的重要价值不止于他准确地浓

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现代生

活。贯穿他全部作品始终的一条线索, 就是对于 19

世纪社会所做的批判性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是没

有任何一位小说家能够超越的。∃ (埃德加 ∀ 约翰逊,

1992) 在 疑案 中, 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者

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力度 第 3章 作者这样描绘了

小说的背景 修院城:

! ! 修院城是一座古城, 对于向往熙熙攘攘的

都市生活的人, 它不是合适的居住地点。它单

调沉闷, 冷冷清清, 到处可以闻到主教堂地下

墓穴中的泥土味道。历代修士修女留下的坟墓

遗迹, 多得几乎遍地皆是, &&
修院城死气沉沉, 它的居民似乎认为, 一

切变化在这里都已成为明日黄花, 再也不会出

现了, 这种无稽之谈固然奇怪, 却并不罕见。

&& ( 21- 22)

狄更斯运用幽默、讽刺和夸张等艺术手法, 深

刻地揭露了社会病症。可以说他笔下的修院城是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 ( 1837 1901) 英国社会的一个

缩影。 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后, 英国开始正式进

入工业社会时代。这是一个进步的时代, 同时又是

一个多变的、痛苦的时代, 令人振奋, 又令人焦

虑。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纷至沓来, 社会弊病进一

步暴露: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 而社

会财富的创造者 无产阶级却日益贫困, 贫富悬

殊加大导致了各种社会罪恶层出不穷; 宗教和慈善

事业的虚伪真相日益暴露。 1846年皮尔内阁倒台

后, 英国陷入了政治危机。在自由党人威廉 ∀格莱

斯顿和保守党人本杰明 ∀狄斯累利角逐权力、轮流

执政的过程中, 英国形成了两党政治制度。第 11

章, 格鲁吉斯请德鲁德吃饭的场景中, 出现了两个

堂倌, 一个只说不做, 一个只做不说。然后作者这

样写道: #这好像是一幅拖拉官僚署、一切指挥机
关和政府的惟妙惟肖的缩图。这是一幅该拿来挂在

国家美术陈列馆内的发人深省的图画。∃ ( 138) 这很

明显是作者对这种两党争相执政的官僚政治的讽

刺。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化与英国工人阶级一成不

变、单调沉闷、穷困潦倒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 这样, 在新世纪来

临之际, 称雄达半个世纪之久的 #大英帝国∃ 便早
早地显露了衰败的征兆。

4. 结语

狄更斯一生的创作都紧跟时代潮流, 反映当时

读者的需求。当侦探小说这种特殊的文学在维多利

亚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时, 他就在作品中毫不犹豫

地吸收了侦探小说极富魅力的元素。其优美的文笔

与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法, 对后来的侦探小说家影响

很大, 尤其是侦探小说女皇阿加莎 ∀克里斯蒂。她

曾回忆道: #我最初读的是狄更斯的小说, 是狄更

斯哺育我长大的, 狄更斯对我喜爱上写作起了很大

的作用 ∃ (曹正文 1998: 387) 狄更斯这位驰骋在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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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文坛上的经典小说家, 对侦探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经过他和其他作家的努

力, 侦探小说才从雏形走向成熟, 充分显示出其艺

术性和文学性。

注释:

% 文中引文均摘自项星耀译 狄更斯文集 ∀ 德鲁德疑案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出版。下文只标出页码, 不再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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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巨大库容的语料库所提供的翔实的证据, 我们

就有可能对同义词的细微差异进行科学而全面的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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