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卷第2期 黄山学院学报 V01．12，N0．2

2010年4月 Joumal Df Huangshan UnIVersity Apr．2010

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王任傅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19世纪美国的浪漫主义作家爱伦·坡在小说中塑造了几近完美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美丽不仅

体现在容貌、智慧和心灵上，她们的死亡也在实践着一种失——震撼读者心灵的“恐怖美”。这些女性人物不

仅是爱伦·坡现实生活中素人形象的再现，她们还寄托着作者对于母爱的强烈的心理渴望。爱伦·坡小说中

的女性虽然大都芳年早逝．但是她们的死却成就了“芙”的永恒和爱伦·坡小说永恒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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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uan Poe)以其唯美的创作理念、不同于众

的作品风格，在美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对现代

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爱伦·坡创作理念的核心是他的“统一效果说”

(tlle um哆of e瑾&t)。他认为，小说的首要目的是要

在情感上扣住读者的心弦，产生最激动人心的效

果。而且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效果

的统一”。【-】因此聪明的文学艺术家不是将自己的思

想纳入他的情节。而是事先精心策划出某种独特的

效果，并根据这一效果杜撰出相关情节——然后按

照最有利于实现预设效果的要求把这些情节组织

起来。要使整篇小说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描写细

节。甚至一字一句都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一个预

想中的效果”。珊需要指出的是，爱伦·坡所追求的
效果是一种奇特的、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用他自

己的话说，是一种“美”。在<创作哲学>(ne Philog．

．ophy 0f Composition)一文中坡曾写道，“我问自己，

‘基于对人类的普遍理解，在所有忧郁的话题中，哪

种话题最让人感到悲伤?’——死亡，这是显而易见

的回答”。接着。他进～步阐明，“一位美女的死无疑

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话题”。翻爱伦·坡坚信，

。死亡与美”相结合的话题最能产生强烈的“心灵式

的恐怖”效果，最能激动读者的灵魂。因此，爱伦·坡

小说中死亡的恐怖往往和美共生共存。学术界对爱

伦·坡小说关于死亡主题的“恐怖效果”已多有研

究，而对于其作品中象征。美”的女性形象却少有解

读。事实上，对坚持唯美主义创作观。把“美”视为最

高艺术追求的爱伦·坡来说。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

是其作品。美”的重要体现。她们给读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一、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之美

爱伦·坡笔下的女性大多光彩照入，形象鲜明。

她们的美丽不仅体现在容貌、智慧和心灵上，即使

美女们的死亡也在实践着一种美——震撼心灵的

“恐怖美”。

(一)女性的外貌之美

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往往有着超凡脱俗的美

貌。她们通常是可爱的少女或美丽的少妇，有着漂

亮的长发、高高的额头、晶莹的大眼睛以及苍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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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洁如玉的皮肤。例如小说《贝蕾妮丝》(Berenice)

中“我”的表妹贝蕾妮丝是一位“绚丽烂漫又绰约缥

缈的美人”，宛若“洌洌清泉中的水泽女神!”而《幽

会》(ne As8igrIation)中的女主角——侯爵夫人阿芙

罗狄蒂只披有一层雪白薄纱的娉婷玉体美如艺术

家手下的一座雕塑。她是“全威尼斯赞美的偶

像——娇艳中的娇艳——美丽中的美丽”。她的美

让入看上一眼就永远也忘不掉。除此之外，《椭圆形

画像》(r11le Oval Por眈it)、《埃莱奥诺拉》(El∞nom)

和《长方形箱子>(，Ille Oblong Box)等小说中的女主

人公也都拥有超凡绝伦、世所罕见的。天使之美”。

在爱伦·坡所有的小说中．对美女形象刻画最为全

面、最为生动和最细致入微的作品当属《丽姬娅：}

(Ugeia)，这也是爱伦·坡自己最喜爱的一部小说。坡

形容丽姬娅“非凡但娴静的美色”是“超越天堂或人

间的无双之美”。是。土耳其神话中天国玉女的绝世

之美”；并且详细描绘了丽姬娅的身材、步态、脸庞、

头发、眼睛、鼻子、嘴巴、牙齿、手指和皮肤等身体的

各个部分：“她(丽姬娅)身材修长，略显纤弱”；步态

“轻盈袅娜，飘飘欲仙”；她美丽的脸庞“容光焕发”，

“普天之下没有哪一个少女能与之相比”：“白璧无

瑕”的额顶“高洁而苍白”；肌肤“像象牙般纯净”；然

后“风信子般”的秀发“乌黑、油亮、浓密而自然卷

曲”；“滑如凝脂的鼻子⋯⋯活活透着豪放气魄”；当

然。“我还凝视过丽姬娅的双眼”，它们又大又圆，

“眸子黑得熠亮”。在这些作品中，读者充分领略到

了爱伦·坡式的、典型的外貌美。这不是普通的美，

而是脱俗的、理想化的女性美。正如波德莱尔所言，

“他(爱伦·坡)所描绘的女性的肖像都罩着一个光

环。在一片超自然的气氛中闪烁”。闱1∞这样的美貌

无疑会对皆有“爱美之心”的读者产生巨大的吸引

力。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美”的效果。

(二)智慧与心灵之美

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也往往有着非凡的智慧

和心灵美。她们或是学识渊深、博古通今．或是天真

无邪、高尚仁爱，甘于自我牺牲。小说《莫莱娜>

(Morella)中的女主人公莫莱娜即知识渊博。“她的

天资决非寻常之类，她的智力超群出众”。一些早期

日耳曼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作品是她“最喜爱并长期

研究的对象”。而《丽姬娅>(Ugeia)中，丽姬娅的学问

更是“渊博之至”：

前面我已经谈到过丽姬娅的学问：真是广博

啊!我从未见过如此学识渊博的女子。她深谙古典

语言，而就我所掌握的现代欧洲语言知识来说。根

本就没有见她给难倒过。说真的。遇到任何深受崇

拜的问题——就因为那是学院夸耀的学问中最深

奥的一种——又何曾发现丽姬娅被难倒过?嘲100

不仅如此，丽姬娅“了不起”的才学还体现在她

广泛“涉猎伦理学、物理学和数理学等一切学问。而

且成绩斐然。”在丽姬娅面前，小说的主人公“我”只

能像孩子一样．听凭她指导“我”研究自己所醉心其

中的那些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结合前文外貌美的

分析。可见丽姬娅俨然成了爱伦·坡心目中理想的、

甚至神化了的完美女性。

除了绝世之貌和非凡的智慧．爱伦·坡笔下的

女性还大都拥有纯洁善良的心灵。她们天真烂漫，

无忧无虑，甚至甘于奉献与牺牲。例如，《埃莱奥诺

拉》中“我”少年时代的情人埃莱奥诺拉，是一位“纯

洁无邪”的少女，终日伴“我”徜徉在多色草山谷里

的茵茵草地、葱翠林间．散步于悄悄流淌的小河岸

边。在埃莱奥诺拉的陪伴下，“我”的生活变得五彩

缤纷、幸福快乐!<贝蕾妮丝：》中快乐的贝蕾妮丝则

终日在户外的山坡逍遥，无忧无虑地度日，“从不去

想生活道路上的阴影”。《椭圆形画像>中画家的妻

子也是一位举世无双的美人．而且“她的快乐比她

的美貌还要罕见”：她整日嬉戏玩乐。像可爱的小鹿

一样淘气。她热爱一切。珍视一切。面对着丈夫对艺

术的痴迷和从绘画工作中获得的极大乐趣。温良恭

顺的新娘竟配合着画家在一间幽暗的斗室一连静

静地坐了好几个星期。没有半旬抱怨。结果她甘愿

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样的

“美”会给读者怎样的震撼啊!即使是在《黑猫>

(卟e Black Cat)这篇杰出的心理恐怖小说中，主人

公“我”的妻子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但也充分体现

出了作为女性的善良：她不仅支持丈夫豢养宠物的

爱好。抓住一切机会帮他收集各种动物的优良品

种，而且一再容忍丈夫的变态心理和对自己肉体的

虐待，“毫无怨言”；最后为了阻止丈夫再次行凶作

恶，砍杀黑猫。她竟死在了丈夫的斧头之下。

(三)美女死亡的恐怖之美

爱伦·坡不仅赋予了活着的女性无上之美．美

女的死亡也被他用来制造“最富有诗意的”、震撼读

者灵魂的“恐怖美”。遍观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他所

塑造的美女形象无一例外地“毁灭”了——死亡是

她们共同的命运。<贝蕾妮丝》中的“我”长时间地凝

视着患病的贝蕾妮丝。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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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蕾妮丝憔悴得叫入难以想象：

她高突的额头一片苍白。异常静穆；她那头曾

经乌黑亮丽的秀发现在变得枯黄蓬乱。披散在头

上，遮住了深陷的太阳穴：她的眼睛失去了生命的

光彩，好象没有瞳孔似的。我不自觉地避开她无神

的双眼，看到她单薄而皱缩的嘴唇。嘴唇张开了，露

出一丝古怪的微笑，形客大变的贝蕾妮丝的牙齿慢

慢地展现在我的面前。阎1乃

贝蕾妮丝前后的形容比较让“我”也让读者感

到震惊。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感受到的既是“现实

的丑陋所带来的颤抖的快感”。又似乎是“超自然、

超理性的、恐怖之美”。嘲斟而且，小说对于“恐怖美”

的追求并未到此为止，接下来的“美女之死”才真正

将故事推向了令人震撼的高潮。重病的贝蕾妮丝被

活埋了。得了偏执狂的“我”竟掘开坟墓j敲掉了她

32颗“细小、洁白，如象牙般”的牙齿。第二天，身裹

尸衣、面容损毁的尸体被发现了，那尸体还在呼吸，

还有心跳．她还活着!

被公认为爱伦·坡最优秀的恐怖小说<厄舍府

的倒塌》(The FaⅡof tlle Hou∞of Usher)同样是

以美女死而复活的故事创造了高超的“恐怖美”。小

说中，罗德里克与玛德琳是相依为命的兄妹，共同

居住在旷野中一座破败阴森的古屋里。双双身罹疾

患。病逝后的玛德琳小姐被安放在厄舍府邸的一个

地窖之中。七、八天后，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故

事的叙述者“我”与罗德里克正在研读兰斯劳特·坎

宁爵士的《疯狂的屈里斯特》。“我”忽然听到“从府

邸某个僻静的角落传来隐隐的回声”，然后又听到

了“一声清晰而沉重的金属撞击的声音”。疯狂的罗

德里克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他尖叫着说“我们把

她给活埋了”，她已破棺而出，“现在就站在门外!”

随着他的呼声，厚重的黑檀木房门缓缓张开．身裹

寿衾，形销骨立的玛德琳小姐当真出现在“我”和罗

德里克的面前，浑身血迹斑斑!复活的玛德琳摇摇

晃晃地跌到他哥哥的身上．将他拉倒在地，一起死

去。《厄舍府的倒塌》这篇小说基调阴沉，结构精巧，

情节紧凑，自始至终给人一种阴森可怕、大祸临头

的感觉；结尾以“美女复活”的情节将故事推向了最

高潮，创造了世界短篇小说史上经典的恐怖美。

二、爱伦·坡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渊源

解读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她

们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不仅体现在前面已经分

析过的她们在外貌、智慧和心灵美方面的共性，而

且特别体现在小说中坡对导致这些美女死亡的疾

病的特征极其类似的描述上。这不禁使入要探个究

竟。考察爱伦·坡命运多舛的一生，可以看出，坡小

说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密

切的联系。这些女性形象的原形出自爱伦·坡的现

实生活之中。

在爱伦·坡短暂的一生当中。先后有几个女人

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耿耿于怀，终身难忘。

首先是坡自己的母亲。虽然坡的母亲在坡不到3岁

的时侯就因劳累过度而死于肺结核。但他还是从别

人那里了解到了母亲的情况。1835年朋友塔克在给

爱伦·坡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作为剧团演员的坡的母

亲容貌惊人的美丽；而爱伦·坡在回信中则称塔克

对他母亲的描述拨动了他的心弦。唧母亲的旱逝导

致了坡一生对母爱的幻想与渴望。第二个对爱伦·

坡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是他少年时期同学的母亲

斯坦纳德夫人。她也是一位貌美惊人的女人，是坡

心目中“美”的偶像。但不幸的是．斯坦纳德夫人亦

芳年早逝，这让爱伦·坡悲痛欲绝，并多次在夜里到

她的坟前哭泣。据说斯坦纳德夫人也死于肺病。她

与爱伦·坡的母亲以及坡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女

人——妻子弗吉尼亚——有着相同的死因。弗吉尼

亚漂亮迷人，生性可爱勇敢，不满14岁就嫁给了爱

伦·坡。在坡的眼里，他深爱的弗吉尼亚是完美的化

身，她的那种美涵蕴着一股人间未有的气质。爱伦·

坡甚至对妻子有着一种如同对母亲般的依恋。然而

结婚lO年，年轻的弗吉尼亚即死于肺结核。在照顾

弗吉尼亚患病的5年里，爱伦·坡对肺结核疾病的

表现和症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甚至刻骨铭心。

弗吉尼亚的死给了坡极大的刺激。他的精神几于崩

溃。

回顾爱伦·坡身边最亲近的女人，不难看出她

们与坡小说中的女性近乎相同的形象．美丽端庄、

聪慧善良，又个个芳年早逝。在小说《丽姬娅》、<贝

蕾妮丝》，尤其是《莫莱娜》中，还可以明确地了解到

的是与夺走坡的母亲和妻子相同的疾病扼杀了坡

笔下的女性。莫莱娜死前憔悴无力，脸上常常泛起

绯红色斑点，久久不散；苍白的额头上突出日益明

显的青筋，这些都是与肺结核病有关的一些症状。

那么爱伦·坡为什么要在小说中反复表现这近乎相

同的女性形象。甚至她们相同的死因呢?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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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母爱缺失的结果

之一就是使他将母亲的形象理想化．并把这种形象

投射到其他人的身上．从而使母亲的形象得以重生

和延续。即‘的确，爱伦·坡是在借助他笔下的女性完

成自己的一个心愿。残酷的现实不仅过早地剥夺了

他本应享有的最珍贵的母爱与关怀。自己所钟爱的

“梦中情人”和妻子也纷纷先他而去。留给他的只有

强烈的悲痛和无奈的绝望。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

愿望，只能依靠幻觉，借助艺术的再造来慰籍遭受

创伤的心灵。小说中完美的女性形象既是文学艺术

的表现，更表达了爱伦·坡的一种渴望。她们年轻美

丽，而她们的早逝又恰恰成就了人们记忆中永远的

年轻与美丽——美因为死而得到永恒。正如爱伦·

坡在小说<失去呼吸>(b髓of Breatll)中所述，“活

着有一种死去的感觉；死了却有一种活着的意味”。

死亡不仅仅意味着肉体的消逝。死亡还能产生一种

更高的精神的东西，就是精神的自由，是新生，是超

越。它使人看到“真理之光”而获得永生!阿

综上所述，通过对小说中女性人物外貌、智慧

以及心灵美的精心刻画，爱伦·坡塑造了几近完美

的女性形象。她们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伦·

坡在描绘“女性之美”的同时，还将自己的生活经历

融入其中．通过文学艺术来抚平自己在人生道路上

所遭受的创伤。爱伦·坡笔下的美女死了，但她们的

消逝却成就了永恒——记忆中永恒的生命与美丽

和爱伦·坡小说永恒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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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李芸 论爱伦·坡“美女之死”作品中的“女性理想” 2008
    埃德加·爱伦·坡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作为诗人，他20岁以前就开始创作，《乌鸦》等诗作使他名噪一时；作为短篇小说家，刻画人

物病态内心活动的能力为他在20世纪赢来了巨大声誉；作为评论家，他将“美女之死”视为世界上最具诗意的主题。

    在《写作的哲学》中，坡首次提出了“美女之死”的主题。在创作实践中，这一主题贯穿于他的大多数短篇小说和诗歌中。本文拟从坡对于这一主

题的迷恋出发，首先探讨坡的人生悲剧和不同女性角色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的影响。之后分别具体分析出现在与此主题相关的小说和诗歌中的女性形

象。最后在“美女之死”的层面，探讨坡想要表达的“女性理想”。

    坡倾向于理想化女性的柔弱和飘忽已逝，这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地尤为明显。诗歌中美丽多情、柔弱慈爱的女性是美的化身。通过作品中对她们死亡

的哀悼，坡表达了对美的执着追求这一主题。

    不同于诗歌中柔弱的女性形象，坡在小说中塑造的学识超群的莉迪亚，一个凭借强大意志力死后复生以期能与爱人重聚的美丽女人，从另一角度完

成了坡的“女性理想”。

    尽管坡的作品充斥着绝望、失落、痛苦和恐怖，他在以“美女之死”为主题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女性理想”表达了他对已逝爱人的追忆

和对美的追求。

2.期刊论文 彭旭 女性形象中爱伦·坡的自我投射——从自体心理学角度解读爱伦·坡的自恋人格障碍 -四川经济

管理学院学报2009(4)
    爱伦·坡的女性题材小说,以其怪异恐怖而又唯美令人沉迷.或说,坡的男主人公是坡本人,女主人公则是坡身边的女性.本文试图说明:坡是透过他的

女主人公宣泄他自恋人格中的受挫感和愤怒感.从坡的经历和小说的细节不难看出,坡残缺的童年造成了他的自恋人格障碍,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坡一边夸

大自我,一边将缺失的双亲之爱理想化,究其实是将自己的希望和失望倾注到了女主人公身上,因为她们才是小说真正的焦点和操控者,正是通过她们,坡完

成了自己情感宣泄.

3.学位论文 张钦娟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爱伦·坡三篇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2006
    爱伦·坡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及作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小说吸引了无数学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其中，有三篇短篇小说的主题是女性死亡和疯狂

，它们分别是《椭圆形画像》，《贝雷尼丝》及《丽姬娅》。本文将以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经典电影叙述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的社会环境

、文化环境及心理状况，从男性视角、男性幻想、女性欲望及女性自主等方面着手分析这三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在男性视角中，这些女性都受到了压迫和歧视。她们被迫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和受害者，但她们的反应却大为不同。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

三类：a.不具有反抗精神的沉默的女性。《椭圆形画像》中的模特妻子太过于软弱而无法反抗，她是不具有反抗精神的沉默的女性；b.具有反抗精神的

女性。《贝雷尼丝》中的贝雷尼丝以及《丽姬娅》中的罗维娜竭力反抗男性的压迫。尽管没成功，但她们表现出了反抗精神；c.拥有女性自主的女性。

《丽姬娅》中的丽姬娅则不同。她虽然也是男性角色的欲望对象，但她拥有自己的身份与女性自主。她甚至比她丈夫还要强而有力，因此她不但说出了

她的欲望而且还满足了她的欲望。丽姬娅主宰了她的爱情和生命。

    通过分析这些女性形象，我们发现在这三篇小说中存在着女性意识。通过她们，爱伦·坡揭露了父权社会中女性悲惨的命运，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

。

4.期刊论文 王琳.Wang Lin 束缚与反抗——爱伦·坡与艾米莉·迪金森死亡诗中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南昌高专

学报2008,23(4)
    美国19世纪伟大诗人爱伦·坡与艾米莉·迪金森都喜欢写死亡诗,但两者笔下的女性形象迥然不同,分别反映了男权社会中的被束缚的和奋起反抗的

女性.

5.学位论文 姚丽芳 怀着男人的梦想漂泊——坡诗中的男权意识解读 2008
    本论文将从文化研究的视阈，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通过追溯坡的诗歌创作生涯，将坡在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进行

对比，以女性主义立场和视角解读其诗歌作品中的男权意识，从而使国内对坡及其作品有更深刻的了解，引起人们对其文化问题的更大关注。本论文包

括以下五章：第一章简要介绍国内外对坡的研究状况、本论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章首先揭露爱伦·坡的男人梦

想。早逝的母亲、失踪的父亲以及收养他却从未正式接纳他的养父约翰·爱伦对年少爱伦·坡的男权意识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男权意识在很早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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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坡的心中。他渴望权力，梦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因而，他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生存和男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在坡的早期诗歌创作中，男

性形象多是光辉灿烂的骑士英雄们。在这种传统的男性神话中，我们看到的男性犹如太阳一般，禀赋了阳刚的气质，是威猛刚毅、百折不回的男性生命

。而这些男性形象背后的女人只是作为旁观者充当客体和仲裁者职能，使骑士的勇猛得以证明。诗人梦想他者，不仅是为了占有她，而且是为了得到她

的认可。坡的早期诗歌中还有一种女性形象--母亲形象。这种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的母亲形象以无限的胸怀为那些因生存而紧张战斗的男性们提供避难

所，给予男性肉体和精神的拯救。作为他者的母亲形象实际上是对男性存在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她们体

现了男性生存者内心所不能把握的一切。在母亲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诗人是从男性的需要来建构女性，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

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第三章从诗人中期诗歌作品中塑造的男性和女性形象解读其日趋强烈的男权意识。尽管坡梦想着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但是他始终是怀才不遇，像

一只在海上漂泊的独木舟，唯一能够寄托他希望的是他的语言创作。在他的中期诗歌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属于男性话语统治的世界。这时期的

男性形象塑造表现出坡的男权意识日趋成熟和男性的优越感。《以色拉费》中的天使以色拉费以天堂般的声音使他的女性崇拜者黯然失声。《睡美人》

中的男性叙述者任意催眠和唤醒沉睡中的美人。文本中的女性在男性话语的绝对优势之下处于失语状态。而在坡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坡并没有逃出西

方男性话语的窠臼。他对传统女性形象的改造只不过是把“家庭型天使”变成了“坟墓里的天使”。坡的中期诗歌创作主题几乎都是“美女之死”。美

丽的女人承受着凝视的目光，成了被凝视的客体。这些女人的身体被支解，她们的眼睛、头发、额头被单独掏出来描写。尽管她们被赞美、被崇拜，但

是她们已经不存在作为人的意义，而是作为客体物被诗人欣赏。更甚者。死去的女人更容易成为男性欣赏的客体，因为她们被完全剥夺了话语权。对女

人身体具体部位的客体化描写以及对沉默女人描写都满足了诗人对美的体验和对快乐的享受。第四章反映的是诗人在后期诗歌创作中男权意识的挣扎。

尽管坡一生都在寻求男性的自我建构，但是娇妻之死和窘迫的的生活使得他的男人梦想近乎破灭，这种男权意识挣扎突出表现在他后期的女性形象塑造

中。同样作为客体，美丽的安娜贝尔·李之死缓解了男性悼念者对死亡的恐惧。在《致天堂中的一位》一诗中，坡渴望即使在天堂也能拥有一个女人

，通过她展示自己的权力。在和这个归他所有的他者结合时，他希望实现他自己。第五章概括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分析论文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及对今后

的研究提出建议。通过对比坡在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我们发现坡是一个有着很强男权意识的作家。事实上，坡诗歌中的

男性形象塑造是从正面对男性主体建构的过程，而女性形象塑造则是从反面通过建构“他者”来达到男权意识的自我建构。借助对“美女之死”和古代

英雄的描绘，使得坡心中被压抑的男性自我得以宣泄、解脱。文学创作使爱伦·坡从真正意义上感觉自己是一个“男人”。

6.期刊论文 刘玉梅.韩朝旭 从爱伦坡的《椭圆画像》看女性的边缘地位 -时代文学2009(8)
    本文从叙事角度和女性形象入手,分析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椭圆画像>,从中得出结论,该短篇小说是以男性叙述为中心的,女性的头脑和身体几乎是全

然缺席的,也是失声的,没有话语权的,这也是受当时社会大环境所影响的.

7.学位论文 朱利娜 爱伦·坡的女性情结探讨 2008
    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论也众说纷纭。很多读者和评论家曾钻研坡与女性的关系，但由于对他“美丽女人的死

亡是最富诗意的主题”写作哲学的以偏盖全的理解，他们认为坡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同他所生活时代的主流男权思想并无差离。然而通过对坡的生平，写

作理念和作品的详尽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坡的女性观并非顺从于当时的主流男权思想，而是与之有所不同的新型女性观。在下文中，笔者将取证爱

伦·坡的传记，文学理论及艺术作品，以及各种对其作品的诚恳评论来论述这一观点。

    本文的主体由三大部分构成，即分别从爱伦·坡的生平，写作理念，和其作品分析三个角度，展开探讨。第一部分主要阐述爱伦·坡与其一生中几

位重要女性的关系，从中得出爱伦·坡对女性无比关怀和爱戴这一结论，同时他也受到了这些女性的积极影响；第二部分则把重点放在探讨坡的文学理

念与女性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同时引出雌雄同体的概念；第三部分旨在通过对坡的部分作品有连贯性的分析，得出坡的女性情结在作品中的三种表现

方式，不止在于归纳爱伦坡作品中女性所具有的女性特征，更试图继续运用雌雄同体的思想来挖掘坡作品中女性形象传达出的女性主义元素，目的在于

探讨爱伦坡的与传统主流不同的新型女性观。

8.期刊论文 翁菊芳.WENG Ju-fang 施蛰存与爱伦·坡荒诞小说的主题之比较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7(6)
    作为心仪的榜样,相隔百年的爱伦·坡的创作,为年轻的施蛰存树立了艺术追求的标尺.也给他提供了可供效仿并着意酿造的幽深意境和怪诞的风格

.文章试图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具体从时空的设置、女性形象的构造和死亡的书写这三个方面展现、剖析两位作家小说的"恐惧"和"恐怖"的不同

主题.从而可以认识到施蛰存比爱伦·坡的小说更具有现代性.

9.期刊论文 崔蓉蓉 爱伦坡创作心理窥视 -时代文学2010(20)
    爱伦坡是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美和死亡是爱伦坡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爱伦坡毕生致力于探寻人类心灵的隐秘,试探人类心理的承

受极限.女性形象是"美"的象征.坡笔下的"美"往往与"恐怖"共生并存,甚至到了无美不恐怖的程度.坡要表明的美不是一种性质,而是通过其艺术创作使读

者产生一种由恐惧带来的强烈的愉悦感,并感受到理性的"无限",使灵魂得到升华的艺术效果.

10.期刊论文 翁菊芳 "恐惧"与"恐怖"——施蛰存与爱伦·坡荒诞小说比较分析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8,27(5)
    文章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从时空的设置、女性形象的构造、死亡的书写和<夜叉>与<厄舍府的倒塌>相异的阅读体验这四个方面展现、剖析施

蛰存和爱伦·坡小说"恐惧"和"恐怖"的不同主题.施蛰存摹仿并超越了爱伦·坡的怪异小说,以日常生活与普通人为原点,去展开心灵的恐惧体验.其小说

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想象力的极致,展示了新文学的另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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