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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艺术实践。他的短篇小说《醉翁之意》的意外结局也

是令人赞叹的地方。读者在赞叹小说中的美女和帅哥及

其喜剧情节之余，对故事中人物曲折离奇的经历唏嘘不

已。正如学者们分析所说的，“这是世界第一良药……

专治咳嗽，感冒，失音或者气管炎……我到纽约来，想

组织一家公司，销售这种空前伟大的喉症药品（樊林，

2005：42）”。欧 • 亨利在结尾处，犹如安装了一个舞台开

关，将商业社会的种种弊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包袱”往往要留到 后。在欧 • 亨利短篇小说中，

令人信服的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只有到结尾才得

到 充分、 生动的揭示。关于这一点，一位批评家有

一段精辟的论述：“欧 • 亨利把全篇的重心和灵魂都安排

在结尾部分。当我们读到这篇文章的前面一大半篇幅的

时候，几乎漫不经心……可是，等读完结尾部分，感受

就完全不同了，好象眼前突然闪起一道电光，先前隐藏

的那些东西洞悉无遗，整个画面也非常清晰起来，人物

的性格特证原来是那么鲜明，作品的社会意义原来是那

么尖锐。（张昕，1995 ：74）” 

欧 •亨利作品以他非凡的艺术魅力继续征服着世界各

地的文学爱好者，笔者以为巧妙的情节结构、独具特色

的幽默、出人意料的结尾是其杀手锏。他是美国文学史

上一位多产的作家。虽然，文学评论家指出，由于欧 • 亨

利的写作速度太快，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易于重复，

写作手法也不免雷同，故而小说缺乏一定的深度。但即

使如此，其作品中巧妙的情节结构、独具特色的幽默、

出人意料的结尾构成了欧 • 亨利的写作风格，正是这种风

格赢得了亿万读者，使他的作品成为现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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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 nement and Humor: On Writing Styles of
O’Henry’s Short Stories

Abstract:  American novelist O’ Henry’s writing style 
is unique in literature in the late 19th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ies. This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some of his 
short stori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refi ned plots, 
humourous language style, and unexpected ending.   
Key words:  O’ Henry; plots; language; ending; style

花园里的莎士比亚

韦少华  梁  颖

广西工学院外语系 

[摘　要] 大剧作家莎士比亚有“大自然诗人”的美誉。他笔

下花园里各种园林植物的习性、花草树木在他的笔下栩栩如

生，充满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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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很有可能潜心研究过植物学。要不就是十

分关注园林植物的习性，与园丁交往甚密。难怪在他的

剧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极富象征的意义花草树

木。

当心荆棘

不走寻常路，意味着在你的生命道路上也许会碰到

更多的困难，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皆大

欢喜》中，罗瑟琳向西莉娅倾诉，活在这个世界上烦心

的事情真多。可是西莉亚却不以为然。

罗瑟琳 ：这个平凡的世界充满了荆棘！

西莉娅 ：姐姐，这些不过是些有刺的呆壳，为了戏

弄你而粘在你的身上的，要是我们不在道上走，我们的

裙子就要给他们抓住。

如果偏离正道在罗瑟琳看来是令人烦心的话，那么

《亨利六世》下篇中理查的情况就更危险了。在成为国

王之前，理查准备实施他的一系列暗杀计划。他沉思道：

我迷失在荆棘丛林中，

那里处处布满荆棘，

我试图寻找一条可以走出去的道路，

却不知道如何找到正确的方向，

但我多么热切地盼望可以找到出去的方向啊，

我多么热切地渴望得到王位啊。

作者简介：韦少华，文学学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国家文学，英美戏剧。
                  梁   颖，文学学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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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念头时时刻刻折磨着我，绝望中我有了主意，

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我所渴望的，哪怕是流血杀戮！

杂草通常是 不引人注目的。《哈姆雷特》中，哈

姆雷特的醉汉叔叔弑君篡位，剧中有一段描写他的句子：

“一个没有杂草的花园里，种子不紧不慢地生长着，天

生就是排列得这般整齐，勿需更正，它们已经是这样在

生长着。”王子恳求母亲为父亲的死忏悔，离开杀死父亲

的凶手，他告诫母亲：“不要试图一次撒过多的肥料使杂

草生长，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从园丁身上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比如说：做事不

要马虎，警觉性至关重要。人的成长就像幼苗的成长一

样，但凡出现了不健康的东西就应该把它们除去。《亨利

六世》中篇中，王后提醒国王，葛罗斯特公爵准备密谋

发动政变，他们应该有所防备，王后说：

现在还是开春，

恶草的根儿还长得不深，

不趁早除掉，它就会滋长起来，

长得遍地都是，把花儿都挤死了。

像谨慎的园丁那样培育生活

《奥赛罗》中的埃古卑鄙可耻，诡计多端。当他的

朋友陷入爱河里无法自拔时，他嘲笑他，并用了一个比

喻，把人的意志比作园圃里的园丁，像修剪花园一样修

剪生活。明智也好愚昧也罢，总之我们总有能力选择自

己的生活。

我们要这样那样，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就

像一座园圃，我们的意志是这园圃里的园丁，不论我们

插荨麻，种莴苣，栽下牛膝草，拔起百里香，或者单独

培植一种草木，或者把全园种得万卉纷披，让它荒废不

治也好，把它辛勤耕耘也好，那权力都在于我们的意志。

细心的园丁有很好的对事物的控制能力和决断力。

另一方面，不管一个人想要发展成什么样子，他的生活

必然受到未来发展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亨利八世》中，

伍尔习红衣主教诡计多端，利欲熏心， 终被国王废除

职务，没收财产。他自嘲道：

再见吧，再见，

我全部的宏伟事业从此不再见。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一个人今天生出了希望的嫩叶，

第二天开了花，身上开满了红艳艳的荣誉花朵。

第三天致命的霜冻来了，

而这位蒙在鼓里的好人还蛮有把握，

以为他的宏伟事业正在成熟。

想不到霜冻正在吞噬着它的根，接着他就倒下了，

和我一样。

收稿日期：2011-2-18

《辛白林》里面，菲拉律斯还清楚地记得在国王辛

白林的王宫里，他无端被人冤枉，被人陷害，要被送去

流放。

那时我正像一株枝头满垂着果子的大树，

可是在一夜之间，

狂风突起，或是盗贼光临，随你们怎么说都可以，

摇落了我这成熟的果实，不，把我的叶子都一起摇

了下来，

留下我这枯干秃枝，忍受着风霜的凌虐。

《理查二世》中的园丁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暗示他

们的国王并没有像工人们悉心照料果树一样，把他的国

家治理好：

我们每年按着时季，总要略微割破我们果树的外

皮，因为恐怕它们过于肥茂，反而结不出果子。要是他

能够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那些权威日盛的人们，他们就

可以自知谨饬，他也可以尝到他们忠心的果实。对于多

余的旁枝，我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它们剪去，让那结果

的干枝繁茂滋长。要是他也能采取这样的办法，他就可

以保全他的王冠，不至于在嬉戏游乐中把它轻轻地断送

了。

四季作物——植物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作用 

莎翁是个细心的园丁，他对植物的生长习性及其传

说，比如说哪些对植物生长有利，哪些不利，都掌握得

一清二楚。

《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自杀前撒着花朵：

这是表示记忆的迷迭香，爱人，请你记着吧。这是

表示思想的三色堇，这是给您的茴香和漏斗花，这是给

您的芳香，这儿还留着一些给我自己。啊！您可以把您

的芳香插戴得别致一点，这是一枝雏菊，我想要给您几

朵紫罗兰，可是我父亲一死，它们全都谢了。

奥菲利亚用毛莨、荨麻和紫罗兰编成一个花环戴在

头上，走下水去淹死了，王后描述她死时的样子，她用

毛莨、雏菊和紫罗兰编成了一个花环，替她自己做成了

奇异的装饰。自由自在的牧羊人会给这些花取更通俗的

名字。但是他们的心冷的女佣会叫它“死人的指头”。

《李尔王》里面，国王李尔喊道，“和汹涌咆哮的

大海一样疯狂”。他戴着野花和芦草编的花冠在荒野里游

荡。“在我们得以生存的玉米地里，长着蓝堇、野草，还

有芹叶草和布谷花，我用它们编成王冠。”

莎翁生活的那个时代，关于曼德拉草有一种迷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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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他们下端分叉长在泥土里，就像人的双脚一样；

很多人都说把它们从地底下拔出来时，这种草会发出一

种很难受的呻吟声。如果路人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们

就会发疯，死掉。《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朱丽叶准备喝

下劳伦斯神父的毒酒时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回到家里，

她还在想，如果毒酒药力过强她喝了真的死掉了该怎么

办，或者她比预计时间睡得晚，被家人埋在冰冷的棺材

里，耳边是恐怖的“曼德拉草被拔出地面一样的尖叫，

听到这样可怕的声音普通人都会疯掉”。《亨利六世》中

篇里的萨福克伯爵也说过：

诅咒使人丢了性命，正如曼德拉草的呻吟声，也是

一种诅咒，我要创造一种可怕的声音，使它像诅咒一样

可怖，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莎士比亚用雪松比喻他笔下品德高尚、气质优雅、

正直诚实、出身名门的主人公。《亨利八世》中克雷默大

主教在给小伊丽莎白洗礼时，为她祈祷，“她会保佑我们

的国家，其后人也将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她使我们国家

繁荣昌盛，像是雪松那样地繁茂。我们的后代、后代的

后代将作为见证。” 同样的比喻也用在了《辛白林》中：

高耸的雪松啊，高贵的辛白林，

雪松是你人格的化身 ；

你郁郁葱葱的枝叶如此挺拔。

你的儿子们从小就被偷走，

你以为他们已经死去，

没想到多年以后你又找到了他们。

亲爱的殿下啊，愿您的儿子像雪松一样繁茂，愿英

格兰和平长存。

杨树的形象叫人难以忘怀。根据中世纪的传说，耶

稣被钉死在杨树做的十字架上，因此杨树不停地发抖，

甚至没有起风的时候杨树也在抖动。还有一种说法，出

卖耶稣的犹大在杨树上吊死后，杨树的叶子就不停地抖

动，似乎要抖掉犹大带给它们的耻辱。

《圣经》中《诗篇》里对杨树的描述，“我们把心

爱的竖琴挂在柳树上，然后伤心地哭着……”，柳树象征

着悲伤。西方文化传统也时常赋予柳树特殊的意义，将

它们与情场失意的人联系在一起。《奥赛罗》里苔丝德梦

娜被奥赛罗杀死之前，她还在为母亲的侍女忧虑，后者

的爱人刚刚离开了她。

她唱起歌来如同柳树拂面，

调子很老了，但道出了她的未来。

临死她还在唱着这首歌，

调子还在我的耳边萦绕。

《哈姆雷特》里的奥菲利亚摘了些花儿，想要把它

们变成花篮挂在柳树上，不料树枝断了，她连人带花一

起掉进呜咽的溪水里淹死了。

还有一种树木在教堂里和葬礼上使用得比较多：紫

杉树。《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巴里斯说道：

你静静地躺在紫杉树下，

耳朵紧紧贴着地面，

这样你的脚就永远不会踩在教堂的地上了，

听，掘墓的声音，

你会听见的，一定会的。

《第十二夜》里的一首歌谣中也提到把紫杉和死去

的人一起放在棺木里的习俗：

我那白色的裹尸布，要和紫杉放在一起，

快这样准备吧，

我的死亡，没有人可以，

与我分享。

《麦克白》里的女巫用紫杉作原料在一口大锅里煮

酒，寓意相同。

玫瑰是纯真和美丽的象征。《理查三世》里提瑞尔

报告说他已处死了两个小王子，他在上报国王时这样说

到：“他们的双唇就像是玫瑰花的花瓣一样，夏天嘴唇紧

闭，就像是玫瑰花互相亲吻着，呢喃着无数枕边的祈祷。”

《奥赛罗》里的苔丝德梦娜被杀害之前，摩尔人想起了

玫瑰：“我摘下一朵玫瑰，它就不能生长了，慢慢地凋谢。”

紫罗兰代表着早逝，《哈姆雷特》里面勒提斯为年

幼的妹妹的离去伤心不已，“把她放在地上，她永远是那

么纯洁，那么一尘不染，啊，我那青春的紫罗兰已逝去。”

花儿是春天的使者，向人们通报着漫长寒冷的冬天

已过去。《冬天的故事》中潘狄娜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贵族身份之前，她在牧人村舍前的草地欢迎远道来的客

人，她先是用红玫瑰欢迎波力克希尼斯老先生，玫瑰象

征着美好的记忆并常在婚礼和葬礼上使用，为了纪念老

朋友的团聚，也在圣诞节的时候作为摆设。

把那些花儿给我，陶姑儿。可尊敬的先生们，这两

束迷迭香和芸香是给你们的 ；它们的颜色和香气在冬天

消散。愿上天赐福给你们二位，永不会被人忘记！我们

是欢迎你们来的。

后面还有更多的美丽的花儿潘狄娜要说出，她才不

关心园艺的嫁接技术呢。她的眼里只有五颜六色的鲜花：

先生，绚烂的季节应经过去，在这夏日的余晖尚未

消逝，令人战栗的冬天还没有到来之际，当今 美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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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只有卡耐馨和有人称为自然界

的私生儿的班石竹 ；我们这村野的

园中不曾种植它们，我也不想采一

两枝来。

《仲夏夜之梦》里的年轻的情

侣们在树木萌发的季节里奔向大自

然，一个被精灵统治着的葱绿世界。

奥布郎仙王道出了 美丽的语言：

我知道一处茴香盛开的水滩，

长满着樱草和盈盈的紫罗兰，

馥郁的金银花，香泽的野蔷

薇，漫天张起了一幅芬芳的锦帷。

有时提泰妮娅在鲜花中安睡，

柔舞轻歌低低地抚着她安睡。

结束语

荒地、紫杉、玫瑰、紫罗兰、

树林、怪石嶙峋的小岛、参天雪松、

三色堇、茴香、雏菊、布谷花、卡

耐馨，还有班石竹等等，各式各样

的花儿草儿装饰着这位戏剧鼻祖的

戏剧花园，让人感到芬芳四溢，口

齿噙香。热心的赏花者应时常到这

座大花园中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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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espeare in the Garden of 
Dramas

Abstract:  Shakespeare is praised as
“poet of nature”. What he depicts 
in his dramas are vivid and full of 
symbols. Walking in his garden of 
drama is of great joy. 
Key words:  Shakespeare; garden; 
symbol

成长中的社会性别
——《小妇人》与《简·爱》中的人物形象比较分析

路易莎 •梅 •奥尔科特所作的《小

妇人》与夏洛蒂 • 勃朗特的《简 • 爱》

均是以女性为主角的人物成长历程

式小说。它们之中，或多或少地融

入了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反映了

作者当时的生活社会现状。在当时

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性别与个人

发展方向相关程度如何？社会性别

规范对人们行为产生的影响是否深

远？

儿童与社会期望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行为的形成

时期。孩子们对自己周边的人的行

为进行模仿。通过与外界的交流，

对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形

成一个大致的轮廓。

孩子 初对自己性别并没有明

确的概念。《小妇人》中梅格的孩子

黛茜和德米，他们一样的可爱、淘

气，而没有考虑女孩子的贤淑与男

孩的绅士风度。同样地，简认为自

己应该与里德家的孩子有同等的权

利。在自己寄住在里德家期间，简

经常被里德家冒犯，此时的简与约

翰 • 里德进行争斗。这时的小简 • 爱

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失女性的

尊严、形象等。

无论是主动顺从还是被动接

受，儿童受到社会性别意识潜移默

化的影响。

社会期望要求女性温和、优

雅、端庄、稳重。母亲的温和与善

良是女儿的榜样。马奇太太的以身

作则使四个女儿在母亲离家后依然

坚持照顾贫困的邻居。老师的教导

是对学生行为的一种塑造。艾美的

老师戴维斯先生针对女孩子的淘气

进行惩罚，间接抹杀掉女孩子自由

天性中的一部分。邻居与亲朋好友

的评价是女孩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

因素。乔与艾美拜访邻居的过程是

直白的体现：乔的无拘无束使其

深受孩子们的欢迎，而艾美的优雅

风范使其深受同龄小伙子及长辈的

喜爱，马奇婶婶对艾美的肯定同时

也是对女性形象的选择。

与《小妇人》中四姐妹相比，

简是一个在父权制社会下具有叛逆

精神的女性形象。她没有传统故事

中女主人公的光彩夺目、唯命是

从，也没有背上复仇、疯狂的包袱。

她不是拉 • 爱斯梅拉达，也不是美

狄亚。简是孤儿，幼年被寄养在舅

舅家中。舅妈企图以强权者的角色

压制简使她温顺，但失败了。简

反抗作为里德家中逆来顺受的“奴

仆”。但是另一种社会化的方式却

成功地将简引导入社会主流所认可

的女性的生活范式：谭波尔小姐的

人格魅力。“谭波尔小姐总是总是

那么神态安详、举止庄重、谈吐彬

彬有礼，这就使得她绝不会陷于狂

热、激动和浮躁，也使看着她和听

着她说话的人肃然起敬”（Bronte, 

2007:74）。

与女性的行为规范不同，社

会期望并没有过多地约束男孩的

作者简介：丁 玉，讲师，法学学士。研究方向：女性学。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小妇人》和《简·爱》两部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浅

探这两部经典作品中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采用的手法，重点研究了社会性

别在人物成长过程中对人物行为及关系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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