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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权主义理论看美国言情小说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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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言情小说是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它是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兴起之初就存在的小说类别 ,历

史悠久、影响深远。可是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言情小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研究。人们只是欣赏消遣 ,却

羞于给它一定的地位。二战结束后 ,社会文化意识发生剧变 ,美国通俗文学空前繁荣 ,伴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发

展和深化 ,言情小说的创作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新的突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言情小说作家和作品 ,借

助当代媒体的力量 ,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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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俗小说中 ,言情小说作为一种专门的小说类别可谓

是源远流长 ,它成形年代早、延续期长 ,影响深远 ,占据着极

其重要的位置。

在大部分人眼中 ,通俗小说本身就不登大雅之堂 ,学者

雅士不屑一顾。其实 ,无论是题材还是作家群 ,或是艺术手

法和创作技巧 ,言情小说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纵观文

学史 ,我们发现女性文学基本都处在非主流位置 ,为了改变

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状 ,从 18世纪开始女性同胞就展开各

种形式的抗争 ,最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 ,并形

成了一整套女权主义理论。言情小说作为折射这种理论的

一扇窗口 ,处处表现出一种女性化倾向 :其主题的选择、人物

的刻画 ,情节的布局、都渗透着这种倾向。

言情小说的特征是强调恋爱、婚姻的结果 ,范围宽广、内

容丰富。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整个学术界乏人问津。人

们只是欣赏消遣 ,却羞于给它一定的地位。事实上 ,直到 20

世纪 70年代 ,随着其他通俗小说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言情

小说才逐渐得到重视。但是相对于其他通俗小说而言 ,对言

情小说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非常落后。这

一方面是因为资料繁复 ,不宜整理 ,还有许多资料由于年代

久远 ,已经散落和缺失 ;另一方面 ,学术界缺乏一套统一的批

评标准 ,这成为研究言情小说发展规律的主要障碍。笔者通

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梳理 ,发现言情小说的发展表面上似乎

毫无规律可循 ,实际上却和女权主义运动发展有着密切关

系。本文拟从女权主义的角度 ,详细考察美国言情小说的兴

起、发展和分化。

言情小说最初是在英国兴起的。在 18世纪的英国 ,女

性读者的激增使得小说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开始崛起 ,而言

情小说作为小说主要支流的一种 ,尤其受到了女性的青睐。

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 ,当时的文学界历来不大重视男女

之间的感情关系 ,性爱生活没有像在现代生活和文学那样得

到重视和认可。在一些作品中 ,性的热情显然被视为对人类

行为准则的违背。即使它算不上确切意义的罪恶 ,也肯定不

是美德。对于男性而言 ,允许它放任扩大不但不是力量的象

征 ,反而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无怪乎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认为

“在玩弄爱情的地方 ,不可能有惊世之作 ”[ 1 ]。然而女性读

者的增加 ,使得爱情这个主题在小说兴起之初就显示出了旺

盛的生命力。但由于当时的英国文坛空前繁荣 ,浪漫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此起彼伏 ,这使得言情小说虽然十分畅

销 ,却始终没能在主流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于是言情小说

的重心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 :

首先 ,这一时期的美国大众鉴赏力还比较低 ,除了宗教文学 ,

他们对理论性的文学著作并没有太多关注 ,反而喜欢阅读故

事性强的通俗小说 ;其次 ,由于美国是新兴国家 ,对妇女的封

建束缚较少 ;最后 ,通俗小说商业性很强 ,它的传播远比严肃

小说和文艺理论快。

早期的美国言情小说是英国言情小说的模仿 ,主要是引

诱言情小说 ( seductive fiction) ,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是汉纳

·福斯特 ( Hannah Foster)的《卖弄风情的女人 》( Coq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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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十分畅销的小说 ,但是总体

来说 ,题材没有什么突破创新 ,只是真人真事的改编 ,情节单

一 ,人物刻画缺乏个性 ,整体叙事结构松散。就在引诱言情

小说式微的同时 ,女权主义的蓬勃发展为言情小说的创作注

入了新的活力。

继承了浪漫主义传统中个人观念的女权主义者富勒撰

写了《十九世纪的妇女 》,标志着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形成了自

己的理论 ,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这种

变革并没有及时地体现在英国的言情小说中。这不仅仅是

因为言情小说这一流派本身的滞后性 ,恐怕也和当时英国社

会根深蒂固的清教传统 ,以及妇女受到的束缚密切相关。然

而在 19世纪 20年代以后 ,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开始走上社

会 ,思索自身的种种问题。社会上也涌现出许多有关妇女问

题的杂志。这不仅为女权运动开启了交流的窗口 ,也促使更

多的妇女选择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她们以笔墨为武器 ,撰

写了无数见闻、特写和杂文 ,为“灵魂高尚而地位低下的 ”妇

女大声疾呼。在这种潮流的带动下 ,图书领域也出现了各种

家庭指南以及与家庭婚姻有关的小说。[ 2 ]

这一时期 ,引诱言情小说已经逐渐衰落 ,在种种社会变

革中女性言情小说的类型发生了第一次重要分化。这主要

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妇女越来越多 ,她们不仅是言情小说的阅

读主体 ,也是言情小说创作的生力军。由于这些女作家大部

分都有自己的职业 ,视野的开阔使得她们的创作不再是坐在

家中根据道听途说而闭门造车。职业生涯也给了她们极大

的自信 ,使得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从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转

变。分化后的言情小说类型主要有两种 ,其一就是继承了引

诱言情小说的道德说教目的的家庭言情小说 (又称女性言情

小说 Women’s fiction)。虽然这种家庭言情小说说教性仍然

比较浓厚 ,但是较之前者 ,后者的现实主义成分大大加强。

这类作品总是冠以一个副标题 ,如“根据真人真事创作 ”、

“素材来自实际生活 ”、“一个真实的故事 ”等等 ,用以强调故

事的真实性 ;此外 ,家庭言情小说在模式上推陈出新 ,人物性

格也比较复杂 ,有了一定突破 ,这使得言情小说的情节更为

曲折 ,可读性更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有凯瑟琳 ·塞

奇威克 (Catherine Sedgewick, 1789 - 1867)的《一个新英格兰

故事 》(A New England Tale, 1822)、玛丽亚 ·麦金托什 (Ma2
ria Mc Intosh, 1803 - 1878)的《魅力与反魅力 》( Charm s and

Counter - Charm s, 1848)等等。而分化后的另一种言情小说

类型就是女工言情小说 (working - girl fiction) ,虽然这类小

说的女主人公比先前作品中的人物多了几分独立和个性 ,然

而由于其露骨的色情描写使得这类小说一直难登大雅之堂 ,

为文学评论家所不齿。从此如何在“言情 ”和“色情 ”中寻找

自己的空间 ,成为言情小说作家们摆脱不掉的问题。作为一

种有着商业目的的大众读物 ,如果只是一味叙述爱情故事和

家庭生活 ,导致作品的说教意味浓厚 ,读者会感到乏味产生

厌倦情绪 ,这时性爱描写就增加了言情小说的可读性。可是

过多的这种描写又会冲淡小说的主题 ,弱化女主人公的个

性 ,使之沦为“淫秽书刊 ”,虽然一时会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 ,

却难以流传下去。

女权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言情小说在 19世纪后半

期的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是女权主义理论并没有在主流

理论中引起相应的重视 ,加之一战之后萧条的经济状况和保

守的政治氛围 ,所以从女权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到 20世纪 60

年代 ,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沉寂期。女权主义

运动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停滞不前 ,使得这一时期的言情

小说几乎没有任何突破。虽然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坚持传

统言情小说的作家 ,但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口味 ,言情小

说开始借鉴其他通俗小说的写作元素 ,美国的历史言情小说

( historical romantic fiction)应运而生。如果说坚持传统言情

小说的作家是直线型纵深发展的保守派 ,那么历史言情小说

的作家们就是横向型相互融合的改革派。言情与历史元素

的交融并不是这一时期的首创 ,但是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

美国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历史言情小说作家群 ,其作品十分畅

销 ,这才形成了历史言情小说的潮流。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就是玛格利特 ·米切尔 (Margaret M itchell, 1900 年 —1949

年 )的《飘 》( Gone with the W ind, 1936年 )。

历史言情小说的畅销并不是偶然的 ,一方面作家本人的

生活经历对其创作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 ,在经历了战争的浩

劫之后 ,这一题材的小说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就本质而言 ,

历史言情不过是借用了历史场景 ,作品中的人物及活动不必

依据历史事实 ,所有历史细节的描写都是一种铺垫和渲染 ,

让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简而言之 ,给现代故事套上历史

框架。历史言情只是言情小说发展的一个支流 ,但是它却开

创了一种新的言情小说写作手法 ,即言情元素和其他通俗元

素的结合 ,不但给言情小说题材和模式的拓展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空间 ,从宏观上看 ,也为言情小说以后的融合发展提供

了先例。

二战以后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女权主义运动进入

了第二次高潮 ,激进女权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言情小说的中

心乃至整个文学重心也已经转移到了美国。伴随着现代媒

体的迅猛发展 ,通俗文学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随着后现代

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 ,女权主义理论也深受其影响。在二者

的结合过程中 ,相互批判补充 ,直接导致了言情小说的第二

次重要分化。

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理论 ,在它的

推波助澜下 ,妇女所要求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独立个体和

生存价值的讨论和肯定 ,卢斯 ·艾里迦内 (Luce Irigaray)曾

经呼吁“让妇女持久地、沉默地反抗 ;让妇女长久地脱离男

性 ,以学会用言语来为自己的愿望辩护 ;男性曾经专横地让

妇女之间彼此竞争 ,成为附属男性的货物 ,现在要让妇女们

彼此互相爱护 ,摆脱这种境地 ;让妇女享有受尊重的社会地

位 ;让女性独立谋生 ,以摆脱过去沦为妓女的境地。”[ 3 ]

( P260)这些富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计划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

是“妇女必须自己描写自己 :要把女性作为描写的对象 ,也要

让女性来参与描写 ⋯⋯妇女必须用自身的行动将自身投入

到文本之中 ⋯⋯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我们自己的女性文本 ”

[ 3 ] ( P260)。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对言情小说的流变可以说具

有颠覆作用 ,这一派理论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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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其代表人物阿特金森批判爱情是一种疾病 ,根源于男

人和女人残缺不全的身份 ,“爱情是残害妇女的心理要点 ”。

女人把爱情当作解决无望的受压迫困境的心理工具。她认

为 ,爱情是一种心理机制 ,女人通过爱情“与敌人融合 ,她本

能地努力补偿在政治上和身份界定上的损失 ”,“爱情 ”是女

人为获取任性而采取的可悲而又自欺的尝试 :融合了她所有

的希望 ,以模糊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区分。受这种理论的影

响 ,言情小说分化出来的第一种类型不是单纯描写爱情故事

的言情小说。例如 :女性暴露言情小说和科幻爱情小说。这

种类型的小说界定十分微妙。既然是言情小说 ,就摆脱不了

对爱情的描写 ,可它又不是小说的主线。虽然此类小说也有

相当的色情描写 ,但读者从这种言情小说中感受更多的是女

性忍辱负重的坚毅个性和自强自立的不屈精神。

激进主义女权运动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它还引发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性解放运动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同性恋女

权主义理论。她们主张 ,女人应当拒绝接受男人 ,从他们的

“权力 ”、“自我 ”或“地位 ”等方面出发对女人的身份界定 ,拒

绝成为“被男性认同 ”的概念。她们坚持只有女人才能给予

女人新的自我感 ,女人应当拥有与自己相关、而不是与男人

相关联的身份。这使言情小说的题材突破长久以来的男女

之间的爱情故事或是普通家庭生活 ,开始涉足同性恋等领

域。

俗话说 ,物极必反。激进女权主义愈走愈远 ,后现代主

义开始质疑女权主义的基石 ———对主体的关注、真理和解放

等等概念。女权主义本身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批

判性 ,使女权主义者很容易走向极端 ,在消解了旧的二元对

立之后又无形中设立了新的二元对立 ,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也

就在经历了巅峰之后开始逐渐走入困境 ,反女权的女权主义

就成了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新趋向。她们认为所谓“女性的话

语 ”或“女性写作 ”实际上是一种“女性的自恋 ”,它不仅对于

反抗习来已久的“男性中心 ”社会毫无益处 ,也有可能导致

“女性中心 ”的倾向 ,这样也就失去了女性自身的价值。 [ 4 ]

( P136)在女权主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战斗锋芒之后 ,这一倾

向益发明朗。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经历了性解放运

动和嬉皮士运动之后 ,人们的怀旧情绪开始复苏 ,在传统女

性言情小说领域 ,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回归 ”潮流 ,这就是

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家庭言情小说 (又称新女性

言情小说 )。这种新家庭言情小说并不是早期家庭言情小说

的复苏。早期的家庭言情小说抨击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桎梏 ,

完全是女权主义的一种诠释。然而新家庭言情小说受到当

时社会保守的政治氛围和怀旧的社会情绪影响 ,提倡婚姻的

神圣和家庭的责任 ,歌颂建立在理性道德基础上的爱情。这

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就是《爱情故事 》(Love Story)的作者埃里

奇 ·西格尔 ( Erich Segal, 1937年 ) ,他的作品主要关注爱情、

家庭和道德 ,作品清新质朴 ,发人深思。

纵观言情小说的发展 ,我们清楚地看到其兴起与流变都

是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经历了两次

大的分化和与各种流派的融合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

之后 ,言情小说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

展。女权主义运动使得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

提高 ,在这些社会变革的同时 ,女权主义理论也日臻成熟和

完善 ,开始更多地关注少数族裔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女性问

题。经历了和各种理论的交互影响 ,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

的批判和补充 ,女权主义理论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

道。从以上关于女权主义理论和言情小说发展的密切关系

上来看 ,这势必会影响言情小说的未来走向。在 21世纪的

今天 ,新的女权主义高潮即将来临之际 ,我们不但可以对言

情小说的创新和发展拭目以待 ,也可以期待社会对言情小说

的肯定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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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evelopm en t of the Am er ican Roman tic

F 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 in ism

XUE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 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Romantic fictio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types of fiction, so it takes an important p lace in popular fiction. However, peo2
p le took it only as a kind of pastimes, rather than a literary phenomenon. Popular fiction is flourishing in the states after theWorldW ar

Ⅱ, and it bring about the innovation of romantic fiction both in dep th and extent. Lots of excellent writers and works are teemed in ro2
mantic area.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omantic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 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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