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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哥特研究 
——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 

林 斌 
（北京大学英语系，北京 100871） 

摘  要：现当代女性主义评论家把女性作家笔下的哥特作品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来研究，认为它

自身有着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美学特征。事实上，西方哥特研究在 20 世纪取得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开

拓性进展正是在性别与体裁领域。“女性哥特”概念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性别视角开始以一种明确的方

式被引入哥特研究之中，而且还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空间。笔者将对 2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以来的西方女性哥特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关键词：哥特；女性哥特；性别身份；女性主义；体裁 

Female Gothic Studies in the West and Feminist Theories of Gender and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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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eminist critics tend to deal with the Gothic works written by 

women writers as an independent genre with peculiar ideological and aesthetic imports. In fact,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of Western Gothic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lies precisely in the field of 

gender and genre. The concept of “Female Gothic” not only marks the introduction of gendered 

perspective into Gothic studies, but also opens up a new space for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This essay 

will offer a survey of “Female Gothic” studies since mid-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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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后半叶哥特式建筑风格对当时的欧

洲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霍勒斯·沃波尔

（Horace Walpole, 1717-94）在他的哥特式城

堡中创作了首部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1764），副标题“一个哥特

故事”宣告着哥特小说的诞生。这部开山之作

确立了这种小说体裁的基本模式：在场景设计

上，破败的古堡深藏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密

室、墓穴和地牢，四处游荡的鬼魂和不可理喻

的超自然现象使整个小说笼罩着一种宿命的神

秘和恐怖色彩，并弥漫着一股荒凉和腐朽的气

息；典型的哥特情节是落难的美丽女子遭遇邪

恶的男性纠缠却无处可逃，多半还要受到心理

阴暗的年长女性迫害，就连修道院这样的宗教

场所也暗藏凶险的阴谋和杀机，借此表现的主

题往往是人性的阴暗面——欲望、暴力、疯

狂、复仇、血腥残杀等；在文体形式上，主干

故事通常包含有若干次要故事，人物刻画采用

平行结构，在细节重复中形成类比或对照；在

情感效应上，对危险恐怖事件的描述往往能够

引发读者的悬疑和恐惧，既而实现阅读快感。

尽管两百年间的哥特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

化背景的差异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但总

的来说，哥特小说的定义从一开始就遵循了这

种描述性的范式，甚至单凭这些约定俗成的范

式就完全可以炮制出一部哥特小说，这对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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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作品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哥特在西方文学史上表

现出异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它自诞生起不仅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受欢迎，并繁衍成为 18 世纪

主流文学以外不容忽视的一个边缘流派，而且近

两个世纪以来的主流文学也因吸收了哥特式的艺

术表现手法而变得丰富起来了，一些集恐怖、罪

恶、浪漫与现实主义于一体的文学作品后来也被

贴上了“哥特”标签，从而出现了“心理哥特小

说”、“科幻哥特作品”、“美国南方哥特流

派”、“女性哥特”等现代哥特变体，而约瑟

夫·康拉德、弗郎兹·卡夫卡、勃朗特姐妹以及

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威廉·弗克纳、夏

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托妮·莫里森、乔伊

斯·卡洛尔·欧茨等人的经典之作也连同达芙

尼·杜莫里埃、斯蒂芬·金、安·赖斯的流行小

说一起被打上了“哥特”的烙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哥特“幽灵”从长期依存的状态中挣

脱出来，借助“后现代”大众传媒的力量迅速化

作一个个有形的实体出现在人们视线之中，并且

以其多变的外在形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

此同时，哥特批评逐渐发展成为当今西方文学研

究乃至文化研究领域当中的一门显学。 

弗雷德·博廷（Fred Botting）在他的综述

性哥特史著作《哥特》（1996）中对早期哥特

作家沃波尔、威廉·贝克福特、克拉拉·里

夫、索菲娅·李的作品进行了对照，指出了 18

世纪男性与女性哥特作家在写作题材上的差异

及其阶级、性别根源所在，并从中总结出了哥

特小说发展史上以性别划分的两大脉络：“排

除历史和地理环境因素，男性哥特作家更多来

自贵族阶级，倾向于表现非理性和超自然的题

材，并充分行使了性别和阶级身份赋予他们的

特权和自由。女性作家通常更多出身于中产阶

级，关心的是 18 世纪的美德给人带来的局限，

她们对家庭行为规范的边界提出质疑，由于性

别的缘故这些规范对她们更具约束力，但是她

们却小心翼翼地不去跨越这些边界。”[1：60]

在博廷看来，前者放纵想象力不加节制，后者

则尽量将过分的想象加以理性化处理；男女两

性的哥特作品尽管有着“黑暗、堕落、迷信和

人性激情”等共同主题，却因叙事的目的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和效果。 

如果说早期的评论仍把女性作家笔下的哥特

作品看作有史以来整个哥特文学发展史的一部

分，那么现当代女性主义评论家则越来越多地倾

向于把它们从这个参照系里分离出来，作为一个

独立的文学体裁来研究，认为它自身有着独特的

意识形态和美学特征。事实上，西方哥特研究在

20 世纪取得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开拓性进展正是

在性别与体裁领域。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对 20

世纪中期以降的哥特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英美

女性主义理论家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率

先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了哥特研究领域，“女性

哥特”被阐释为体现以男权为主导的性别身份观

对女性个体造成的影响的有效载体；随后，桑德

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 、 克 莱 尔 · 卡 亨 （ Claire 

Kahane ） 、 伊 莱 恩 · 肖 沃 尔 特 （ Elaine 

Showalter）等女性主义批评家便致力于发掘历史

湮灭或放逐的女性哥特文本并给予全新的阐释，

其颠覆父权制文学传统及价值观的潜在力量随之

得到全面开发，成为 7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

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女性哥特”这

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性别视角开始以一种明

确的方式被引入哥特研究之中，而且还为女性主

义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空间，从而极大地

丰富了女性主义的内涵。 

追根溯源，“女性哥特”这个词语首次出

现在莫尔斯的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

（1976）一书中。莫尔斯以此作为其中一个章节

的标题，对英美文学中的女性哥特传统进行了专

题论述。其实，早在莫尔斯明确提出“女性哥

特”的概念之前，评论界就已在批评实践中对哥

特传统作过模糊的性别区分。罗伯特·H·休姆

（Robert H. Hume）在 1969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

《哥特与浪漫主义：哥特小说的重新评价》的重

要论文首开先河。他指出：哥特体裁的性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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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惊悚哥特”（horror Gothic）与“恐怖

哥特”（ terror Gothic）的分类界定上，两者分

别以 18 世纪哥特代表作家马修·刘易斯与

安·拉德克利夫为典型。而“惊悚哥特”与“恐

怖哥特”的区分又是首次出现在女作家拉德克利

夫去世后才得以发表的文章《论诗歌里的超自然

现象》（1826）里，它们成为后世哥特研究的两

个关键词。按照拉德克利夫的说法，“恐怖

（terror）和惊悚（horror）截然相反，前者开阔

心灵，唤醒感官并使之进入生命的一个更高境

界；后者使心灵和感官收缩、冻结并几乎将它们

毁灭。”[1：74]①
针对这两个主观性很强的、含

义模糊的概念，评论界从不同角度作出过多种解

释。比如：心理分析学派认为两者分别源于“实

际意义层面上的自然威胁”和“隐喻意义上的精

神瓦解”，前者意味着类似爱伦·坡小说《陷阱

与钟摆》中描写的自然边界的消失，后者则代表

了王尔德笔下人物道林·格雷式的自我分裂[2：

69]。而休姆等人的阐释则赋予了它们性别差异

的内涵：同刘易斯作品中表现出的男性对血腥暴

力场面、色情谋杀事件的狂热迷恋相比，拉德克

利夫本人的创作则更加温婉含蓄，充满了“壮

美”自然激发的“崇高”感。
②
显然，休姆的解

读是由父权制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本质主义

社会性别观所决定的。 

莫尔斯最初为“女性哥特”所下的定义将

关注的焦点从作品转移到了作者身上。在莫尔斯

看来，所谓“女性哥特”即“女作家以[哥特]

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 [3 ： 90] 。她在

安·拉德克利夫、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

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卡森·麦卡勒斯直至

西尔维亚·普拉斯等 18、19 和 20 世纪英美女

作家的作品里发掘出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女性

                                                 
① 原 文 见 Ann Radcliffe, “On the Supernatural in 

Poetry,” New Monthly Magazine 16 (1826): 145-52。
此处是转引。 

②这里借用了 18 世纪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在《关于我们

的崇高和美的概念来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1757）中的两个哥特批评术语。 

哥特传统，女性在其中被置于女性的目光下作为

少女、姐妹、母亲、自我来审视”[3：109]。值

得注意的是，莫尔斯把哥特流派整体的核心界定

在“恐惧”这种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阅读体验上，

这或许带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她认为，“女性哥

特”恐惧的源泉就在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

虑，同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特有的成长经历息息相

关，影响到女性个体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 

可以说，“女性哥特”的界定从一开始就

更加注重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弱化了传统

哥特的超自然因素：它强调的是给女性个体带

来焦虑和恐惧的“幽灵”（haunting agency）

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家族的罪恶史，而

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源于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

定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

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

等。以莫尔斯的以上论点为基础，受到弗洛伊

德学说的启发，七、八十年代的许多女性主义

评论家都纷纷尝试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来阐释女

性哥特文本，揭示造成女性心理创伤和个性压

抑的社会根源。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吉尔伯特和古巴的《阁楼

上的疯女人》（1979）一书。该论著详尽地探讨

了 19 世纪女作家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密闭

空间意象，例如幽暗的古堡、神秘的老宅连同

“女用面纱和服饰、镜子、油画、雕塑、上锁的

抽屉、衣柜、保险箱”等“女性空间的道具”。

她们指出，女性哥特小说正是通过封闭空间的意

象来“反映女性作家自身的痛苦、无助感、由于

身处陌生并无法理解的地域而产生的恐惧心理”

及其对 19 世纪“性别领域划分”意识形态中蕴

含的非理性成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4：84-85]。

以《诺桑觉寺》、《弗兰肯斯坦》、《简爱》、

《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以及狄金森的诗

歌等作品为例，两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进一步提炼

出了所谓“作者权威的焦虑”主题：女性对自身

性别角色，特别是生育的焦虑和恐惧反映了 19

世纪女性作家在以男性中心的主流文化中的身份

困境和极端心理体验。虽然男性作家笔下的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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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里也不乏类似的密闭空间意象，但是她们强

调这类意象在文本中起到了截然不同的作用：监

禁意象对于男性作家来说是“形而上的、隐喻性

的”；对于女作家来说却是“社会性的、实际存

在的”，女作家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地用它们来界

定自己真实的社会生活，传达了自身在人际关系

中的焦虑不安。另外，克莱尔·卡亨在《哥特镜

像》(1985)一文中指出，哥特小说中的城堡构成

了女性身体的隐喻：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身体使她

感到不自在甚至是怪异的，因为它禁锢了她的自

我并给她带来恐惧[5：334-51]。 

上述定义一脉相成，都是围绕作家的性别

身份展开，充分体现了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致力

于建立女性文学传统的特点。概括起来：女性

哥特是“一种表达女性内心隐秘的抗争、幻想

和恐惧的文学体裁”[6：127]。在《姐妹们的选

择：美国女性文学的传统和变迁》（1991）一

书中，伊莱恩·肖沃尔特尝试建立美国女性哥

特传统，不仅将英国哥特对美国女作家的影响

追溯到了建国之初，如萨拉· J·黑尔《女人

书》（1852），而且还一一列举了被哥特典籍

忽略的一系列女性哥特作家。其中，肖沃尔特

重 点 分 析 了 吉 尔 曼 的 《 黄 色 糊 墙 纸 》

（1892）、普拉斯的《钟形罐》（1962）、欧

茨的《何去何从》（1966）、约翰逊的《影子

知道》（1974），并从中提炼了美国女性哥特

小说的主要意象和共同主题，如监禁与疯癫、

畸形人物、异常行为、弑母心理、暴力等。 

很显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就是把密闭

空间意象当作了研究女性哥特文本的切入点。这

类意象既象征着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社会，又是

父权制文化压抑下的女性作家个人情感体验的载

体 — — 这 一 点 在 朱 利 安 · 弗 利 诺 （ Juliann 

Fleenor）看来是理解女性作家笔下的哥特小说

的关键。从这个意义来看，弗利诺编辑的论文集

《女性哥特》（1987）同样代表了莫尔斯所作的

早期研究的延续性成果之一。弗利诺在文集的导

言中对“女性哥特”作出如下定义：“它基本上

是 无 形 的 ， 除 非 是 作 为 一 个 寻 找 过 程

（quest）；它利用了破败的古堡或密闭的房间

等传统空间意象来象征文化和女主人公二者；作

为一种心理形式，它激发恐惧、愤怒、敬畏等各

种情感，有时引发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女性性

欲、女性生理和生殖的恐惧和憎恶；它往往采用

一种质疑叙事本身的合理性的叙事形式。它反映

的是这样一种父权制范式，父亲在场而母亲缺

席，女性由于不是男性而残缺不全。” [7：15]

弗利诺试图更为全面地反映女性哥特体裁的本

质。稍加对照，不难发现这个定义与本文开头所

述的发端于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传统概念之间

的差异：沃波尔多着眼于文本的程式化表象，如

场景选取、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等；而弗利诺的

定义则恰恰忽略了这些外在形式因素，转而围绕

文本的主题特征展开。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弗利诺对“女性哥

特”所作的定义有着很大的阐释空间，即：它的

界定更多地转向了文本本身的特点，而不必严格

地强调作者的性别身份，这为后来对男性文本和

同性恋文本中的所谓“女性哥特”成分进行研究

留有余地，代表了 80 年代以来的女性哥特研究

的发展趋势。后一阶段的女性哥特学者主要受到

后结构主义、拉康心理分析学等反本质主义学说

的深刻影响，并且吸收了注重文本语言形态的法

国女性主义理论的成果，故而把女性哥特看作

“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的一种重要

方式，认为它通过文本的断裂有效地表达了“女

性无意识”（ feminine unconscious）。在这样

一 个 理 论 框 架 下 ， 罗 斯 玛 莉 · 杰 克 逊

（Rosemary Jackson）指出玛丽·雪莱的作品由

于“在幻想中对[代表男权话语的]象征秩序展开

了猛烈攻击”而“为‘女性哥特’的‘传统’另

辟蹊径”[8：103]。③
玛丽·雅各布斯和伊夫·塞

奇威克不约而同地认为，女性哥特文本以“歇斯

底里”的叙事方式表达了无法言说的女性自我。

另外，非本质主义的倾向使得“乔伊斯的《死

                                                 
③所谓“象征秩序”是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术语，指

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化符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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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的女性哥特”、“威尔基·科林斯与女性

哥特”等研究成为可能。
④ 

近年来，文学批评界悄然展开一场关于

“哥特到底是颠覆性还是保守性文本”的论

争，哥特学者对此各执一词，从不同角度得出

的结论大相径庭。在社会性别方面进行的哥特

研究尤其存在相互矛盾的阐释。贾妮斯·拉德

韦（Janice Radway）指出，在流行哥特小说的

性别观问题上，评论界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分

歧：大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哥特小说蕴含

着女性对从属地位、自我压抑状态的反抗，与

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颠覆性不谋而合；而另一

些批评家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哥特

小说强化了中产阶级保守的性别角色意识和家

庭观念 [9：142-43]。究其原因，前者的论断建

立在哥特传奇的乌托邦色彩上，女主人公要么

遭受男性不公正的待遇，要么具备不符合传统

角色规定的“非女性”素质，读者会在产生认

同感的同时对父权制感到愤怒，并对理想秩序

产生向往。而后者提出的论据则多半集中在小

说结尾的解读上，历尽磨难的女主人公最终会

在一名强有力的男性保护者的怀抱里找到幸福

的归宿，自觉放弃先前的独立性，对现实的不

满以及颠覆的冲动丧失殆尽，乌托邦理想在现

实回归中化为乌有。尽管拉德韦本人在对阅读

过程中读者与文本之间互动关系进行了一番考

察之后判定了哥特在性别立场上的保守性，但

是总体看来，可以说哥特文本在“颠覆性还是

保守性”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

哥特将自身界定在文化的边缘地带，是对主流

文化所规定的界限和边界的探索；而女性哥特

则是对男权社会所作的性别规定的质疑。哥特

往往以颇为夸张的手法揭示了不同时期的人类

社会存在的二元思维方式，如理性与非理性、

                                                 
④见 Kelly Anspaugh, Three Mortal Hour(i)s: Female 

Gothic in Joyce’s “The Dead”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Winter, 1994) ；以及 Tamar Heller, Dead 
Secrets: Wilkie Collins and the Female Gothic,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1992。由于本文重点讨

论的是女性作家的哥特作品，这一点在此不作详述。 

自然与超自然、现实与幻想、善与恶、内与

外、男性与女性等等元素之间的二元对立关

系。无论作品结局如何，女性哥特以极端的方

式暴露了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性别观，述说了无

法言说的事实，这无疑构成了积极的一面。从

这个角度来看，多数研究者仍然坚持莫尔斯最

初为“女性哥特”定下的基调，认为它是赋予

女性言说权利的一种文学形式。 

总之，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

批评家致力于从女性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判有史

以来出自女性个体之手的文学作品，并着手从整

体上改写父权制传统下的文学史景观，以期构建

起妇女文学的传统体系和女性写作的理论框架。

在此过程中，由于妇女文学在形式选取上呈现出

特定的倾向性，比如小说与女性的天然关联、戏

剧创作领域对女性的排斥等，因此文学体裁与性

别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西方女性

哥特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发生和发展的。 

女性主义理论家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在《体裁与性别》一文中曾对女性主

义批评家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作过一个简要

的综述，其中主要提到以下两个方向的研究：其

一，女性作家在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主要文学体

裁中的在场与缺席；其二，女性写作对某一特定

体裁的颠覆潜能，如：青少年成长小说、乌托邦

/科幻小说、哥特小说、通俗浪漫小说等。总体

说来，研究的重点一般放在集中体现了女性创作

力的文学体裁上，特别是小说创作；而且，与代

表“象征秩序”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比，现代

主义、先锋派等非现实主义流派因其对矛盾、含

混的包容性而更多地得到女性主义者的青睐。按

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女性写作与某种文学体裁之

间的亲疏程度多取决于“众多物质和意识形态因

素——创作环境、出版业的变迁、批评界的反

应、某些特定形式的性别关联”等极其复杂、变

幻不定的合力作用 [10：251]。研究表明，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女作家的声音及其选择的载体只

有在符合特定时代的主流性别观的情况下才能得

到认可，否则便会被认定缺乏“女性气质”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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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责：在内容上，一方面，抒发激情、宣泄欲

望、标榜自我、指点江山等“有失检点”的做法

一度都被看作“越界”行为；另一方面，抒情

诗、日记、书信等符合性别规范的女性文学形式

却往往一概被认为劣于包括史诗、悲剧、布道文

在内的所谓“男性化”文学形式。这一切都是父

权制意识形态在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体现，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创造力的发挥，并妨碍了女性

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艺术再现。女性主义学者

在认可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对传统父权制文学体裁

观进行了修正，一方面是提高女性写作的地位，

使所谓“女性文类”从边缘走向中心，另一方面

是挪用“男性文类”，揭露其中的性别偏见，使

之朝对女性有利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开始

有意识地渐次拓宽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女性

哥特研究领域也呈现出多元视角。杰奎琳·霍

华德（Jacqueline Howard）建议，在哥特研究

中应当打破作者和读者身份的性别局限。她认

为，“仅将哥特作品看作‘单一的男权罪证’

就忘记或忽视了这个模型抹煞了造成个体文本

间差异的环境、时间、地点和社会等许多错综

复杂的因素”，从而“限制了文本丰富的潜在

内涵并且把女性主义批评变成又一种主导性话

语。” [11：66-67]对于如何评价哥特文本的颠

覆潜质，她提出了一个多元化模型：即，在关

注哥特传统、文本生产条件、流通和读者接受

等一系列相关流程中的性别主义的同时，绝不

能忽视“一个比性别因素造成的恐惧和控制还

要宽广的主题”——“一个个体（或制度）对

另一个行使极权的威胁”。这代表了后现代女

性主义批评将性别同社会身份的其他层面结合

分析的有益尝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同其他社会

学理论交叉互动的一种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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