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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交往之旅

刘知国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安徽芜湖241003)

摘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福斯特小说的基本主题。福斯特在其代表作<印度之行>中，通过两位英国

妇女在印度的旅行，以文字的方式表达了不同文化的民族对交往的渴望。展示了交往的复杂过程和种种困

境，创造契机、消除隔阂是各民族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福斯特；印度之行；文化；交往之旅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2—0069一03

引 言

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1879一1970)是20世纪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家。他的最后

一部小说<印度之行>被公认为是作者最杰出的作品。

<印度之行>“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也是一

部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竹11硼它是一个关于人类自我

灵魂的文本。也是一个关于文化交往的文本。作者“对

人际关系进行了最深入、最复杂的探索。探讨了人际关

系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希望与隐患”。瞎撒

一、交往之旅的艰难性

英印之间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宗教、艺术、民族

心理等重要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从<印度之行>可以

看出，是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促成了阿德拉小姐和穆

尔夫人等人的“印度之行”。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被

作者赋予交往的使命，两位英国妇女真诚、善良。都想

了解“真正的”印度；因而，他们不仅更为真切地感受到

了文化的显著不同。也发生了误会和冲突。但是，作者

假借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呼唤：

友好和谐相处和对民族人格的尊重，也是交往的心理

基础。

。东西方能否跨越种族、民族的鸿沟，通过交往建

立起和谐的入际关系，即印度人是否有可能和英国人

交朋友，这是英国人和印度入相互关系的焦点，贯穿着

小说的始终。”四伪在交往初始，双方都抱着交往的美好

愿望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对方。因此当阿齐兹与穆尔夫

人在清真寺相遇时。穆尔夫人的宽厚仁慈和她对印度

人及印度宗教的理解与尊重。使阿齐兹深受感动。阿德

拉在菲尔丁的茶会上初遇阿齐兹时。就“很喜欢阿齐

兹，她相信认识他之后，他一定会为她打开这个神秘国

家的大门。”刖小说中交往意识最强的菲尔丁“相信未

来的世界一定属于这样的人们：他们尽一切努力来促

进入们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并且通过友好相待和文化

与智力方面的帮助。使这种接触和影响达到人类理想

的境界!”阳“在他们第一次相会时。他对阿齐兹格外喜

欢。并希望他们的友谊得到发展。”M切但是游览马拉巴

山洞之后，交往却变得异常艰难起来。阿德拉因自身的

幻觉而指控阿齐兹企图对她施暴，导致了阿齐兹的被

捕。穆尔夫人虽然认为阿齐兹是无辜的。但她没有出庭

作证，而是让儿子送她回国。以逃避现实。

从交往的角度说，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对交往的排

斥。在政治上，这些殖民主义者只是殖民统治的政治工

具而已，他们只代表大英帝国的最高利益。在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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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印度

人懈怠、散漫、怪异，而且相当危险。他们对待印度的态

度，只有征服和利用。特顿市长只是为使他的两位英国

同胞开心才举办了英国入与印度人的一次聚会。并美

其名日“桥会”，然而这是一次僵硬的、虚伪的、徒有其

表的聚会。英国人缺乏交往的诚意和信心。也没有基本

的风俗和礼节，其实这是市长先生炫耀他们组织能力

的一种表现罢了。殖民主义者亲自一手制造了两个民

族之间的不友好，甚至是敌意。这种不友好或敌意时强

时弱，若隐若现，从“桥会”到“法庭争端”．直至结尾阿

齐兹与菲尔丁。分道扬镳”，贯穿整个小说。

从<印度之行)可以看到，在最初的交往过程中，

具有不同文化的人都有非常强烈的交往愿望。双方也

为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然而。

交往的过程却充满了艰辛，交往之路荆棘丛生。

二、交往之旅失败的根源

<印度之行)最具持久影响和魅力的是对交往的

呈现和探索。交往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为什么各民族

怀着美好的交往心愿，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呢?其中最

大的障碍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主义

思想。这样在交往的过程中，不仅有“误读”。也会有“迷

失”。这一点在阿德拉小姐和穆尔夫人两个主要人物的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阿德拉小姐是福斯特在小说中精心安排的人物。

她的印度之行、交往之旅在情节上体现了期待和失望

这一模式。阿黛拉是一个公平、理性的英国姑娘，怀着

成家的美好愿望来到印度，她对印度充满了好奇，渴望

看一看真正的印度。在她的心目中。印度是一片奇异的

国土，是异域情调的化身，她把自己的印度之行想象得

极为崇高．但到最后，刚到印度的新奇感很快消失，随

之而来的是单调、乏味、困惑、错乱、平庸与荒唐。她想

看看印度的美景，然而印度却是一个充满了“混乱、浑

浊、愚昧、落后、肮脏、神秘、不可理解、没法说”的国家，

是一个“广阔无际、深不可测的混沌”，。单调、神秘，有

时侯则有点阴险”；直至在马拉巴山洞中，她心智错乱，

竟幻觉阿齐兹企图污辱她。然而，在法庭上，她勇敢地

说出事实的真相，耳边的回声立即消失。。奎斯特小姐

是以自身的他者化的精神代价换回肉体健康。并心安

理得地接受他者的地位，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刚

阿德拉的遭遇可以称之为交往中的“自我迷失”或“文

化休克”。“在交往中，由于新的文化环境的刺激。致使

固有的文化指令系统暂时失效。而新的文化方式还远

未达到理解和运用，这就是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常有的

‘文化休克’现象。”刚印度文化促使阿德拉的本能、热

情和潜意识获得了不经意的释放，这种释放再加上她

已有的情感困境，最终导致了她理智和秩序的“休克”。

穆尔夫人是一个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人

道主义者。她对人和事有着超凡的洞察力，她的文化价

值观和阿齐兹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像她对儿子朗

尼说的那样，“因为印度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上帝

让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让我们和睦相处。生

活愉快。上帝就是仁爱。”穆尔夫人待人接物的方式都

是直觉的、坦率的。她没有任何种族偏见，能够越过各

种障碍与印度人建立友谊。她在清真寺遇见阿齐兹，两

人很快就成为朋友。她认为阿齐兹是她最好的朋友。然

而穆尔夫人在参观了马拉巴山洞后．却发生了意识危

机。山洞里黑暗、潮湿、阴冷。没有丝毫的生命迹象，尤

其是那单调而乏味的回声。“回声是马拉巴山洞最大的

特色。是造成穆尔太太信仰危机的直接原因。”Ⅲ1对穆

尔夫人来说，回声似乎是婆罗门哲学精神的一种回晌。

“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山洞就是一种回音室。人类无意

识的回声都从这里发出。并以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这

回声、这无意识的原始精神摧毁了穆尔夫人的生活信

念，使她一直信奉的基督教文化精神、西方文明的价值

观念荡然无存。”m这种体验导致了一种绝对的虚无

感，怜悯、虔诚、勇气，世界上都有，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价值。本来阿齐兹想借助这次山洞之旅加深他和英国

人，特别是和穆尔夫人的友谊。但她的意识危机，加速

了她的死亡，因此穆尔夫人的印度之行不能算作成功。

她与阿齐兹的友谊随着她的死亡而中断。穆尔夫人是

作者试图寻找解决英印文化交往障碍的方法。然而她

黯然去世的结局暗示了这一方法的无效。

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说：“一种文化总是趋于

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

纳这种文化。西方人看东方，把它看成是与自己不同的

他者，他们的东方，是一种知识一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创

造的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精神乌托邦”。粥西方人眼里。

东方的华丽和神秘已成废墟，优势荡然无存。东方成了

需要西方的理性和秩序统治与扶持的弱者。这为殖民

者的统治找到了很好的借口：落后的东方需要西方文

明的熏陶，更需要菲尔丁这样的“文化使者”来改变印

度人野蛮的生存状态。正如萨义德所说：“真正的东方。

只存在于东方人眼里。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

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

种族中心论者。”翻埔

三、交往之旅的光明前景

在<印度之行>中，尽管种种因素制约着交往，但

其中依然闪现交往的光芒。渴求交往是几个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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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心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期盼不同民族

的人能跨越各种障碍，进行平等和谐的交往。虽然经历

了失败与挫折，他们依然以不同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努

力着。

在小说的第三章，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印度教

的爱神降临仪式。整个仪式没有形式，没有秩序。然而

却别有～种感觉。当冲破警戒圈，看到爱神银像时。人

们脸上容光焕发，表情分外美。这种令人陶醉的美仿佛

并不属于个人，因为它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存在

时，能使他们人人都彼此相似。另外，小说作者还精心

安排了一场雨，人、物、音乐、舞蹈、嘈杂都浸在雨中，没

有界限，没有分别，只有整个世界的和谐。“这就是爱神

的力量，也正是爱的力量，神就是爱，爱才是神。这是狂

欢式的文化交往，它是暂时的，然而却又是深刻的。”唧氆

这种爱的力量也透视出交往的出路。因为交往是基于

一种彼此关怀的爱的情感，这种情感具有无限包容力，’

它是宇宙之爱。在爱神的博爱精神感召下，朋友冰释前

嫌，交往的曙光再度显现。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火焰和水象征交往的希望。当

阿齐兹第一次见到穆尔夫人时，心中燃起了火焰；马拉

巴山洞里游客划根火柴，岩壁深处便升起另一朵火焰，

两朵火焰慢慢靠近，碰在一起。火焰是美的象征，更是

人们对和谐交往渴望的象征。水从开篇的恒河流过小

说的全篇，一直流到结尾处的莫乌水库，并在第三部分

达到高潮。当阿齐兹得知菲尔丁的内弟拉尔夫是穆尔

夫人的儿子时，一阵大雨像水一样倒下来，在他们的脚

下溅起水花；当发现拉尔夫和穆尔夫人一样理解东方

人时，阿齐兹带领拉尔夫泛舟湖上，并与菲尔丁的船相

撞，他们同时落水。顷刻间大雨倾盆而下。湖水与雨水

将他们浇透，就像在进行洗礼。这里的水(雨)是来自上

苍的祝福。是带来新生、活力和交往希望的象征。

四、结语

。<印度之行>不仅仅是一次旅行经历，更是一次

交往、探秘、对比的实验。两个民族、两个种族、两种文

化之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而且互为比喻，互相影射。呷唧

如果有人试图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一意孤行，马拉巴

山脉的回声就会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警告：文化是自

由的，因为每种文化都是平等的。“尽管作品中表现的

东西方没有能够成功进行交往，但作者的态度并不悲

观，交往的前景依然不时闪现，超越时空的希望之音依

然在回荡着。”。囱饼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文化冲突和

多元文化并存已经成为人们广为关注的话题，在这种

时代背景下，作品中的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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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是福斯特的创作<印度之行>的潜在动力,是<印度之行>的神秘人物和曲折情节的通解密钥.

2.学位论文 吴澜 身份的错位，帝国的挽歌—福斯特和他的《印度之行》 2006
    《印度之行》是爱·默·福斯特最后一部，也是其最为成功的小说。该小说发表于1924年，写作过程历经12年。小说创作源于作者1912和1921年两

次印度之行。两次旅行间，印度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福斯特不得不对小说进行修改，在小说中也可以见到其思想变

化的痕迹。

    福斯特是一位有着自由人文主义理想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思想主要表现为“唯有连接”的乌托邦理想，即认为人际关系和艺术是人生中最为重

要的事情。福斯特的连接观发轫于剑桥，并受到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学术团体的影响，成为其一生所恪守和追求的信念。福斯特认为

，英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在公立学校的规训下，有着“一颗发育不良的心灵”，成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障碍。

    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理想与当时主流社会的帝国主义理想格格不入。他逆流而行，在他所属的时代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当以吉卜琳为代表的帝

国主义者和帝国作家为其“白人的负担”和传播文明的使命大唱赞歌并扬扬自得时，福斯特背道而驰，批判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及其对跨种族的人际关

系的破坏。福斯特作为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和有着自由人文主义抱负的知识分子，其身份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错位状态。一方面，他处于帝国的边缘审

视中心，从内部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因而不为帝国主义者所容纳；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真正融入“他者”的阵营。小说中的菲尔丁作为福斯特的代言

人，也反映了这种身份错位的两难处境。

    种族歧视和偏见是帝国主义者在殖民事业推进过程中的有力武器之一。帝国主义者企图借用种族优劣这一观念和各种伪科学，宣扬其种族“质”的

优势，从而弥补其扩张过程中“量”的不足，为其扩张和统治鸣金开道。这种种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并在山洞事件后达到了极点。

俱乐部作为英国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成为种族歧视的集散地和帝国的前哨。《印度之行》反映了以福斯特为代表的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强烈的历史

使命感和面临的困境。

    尽管福斯特一再强调《印度之行》是一部非政治小说，并在小说中有意避免提及具体的历史时间和事件，然而读者仍可从小说中听到历史的回声。

小说中阿齐兹被控对阿德拉小姐性侵犯以及审判前后，多处映射了英属印度历史上的阿姆利则惨案以及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暴露了帝国统

治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民主的帝国”这一观念是福斯特“唯有连接”和“人际关系”理想的具体表达。福斯特深深感到英帝国统治建立在“沙滩上

”，面临着瓦解和坍塌的命运。他诉诸于“民主的帝国”这一乌托邦理想作为帝国救赎的良方。这种去政治化的连接观折射出福斯特隐性层面上的帝国

心态和两面性：福斯特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他并不反对帝国的存在。相反，他一直在为帝国的命运感到深深焦虑。

    不少评论家，包括弗吉尼亚·吴尔夫和爱德华·赛义德，在肯定《印度之行》是一部成功作品的同时，指出了其不足。如吴尔夫批评其“捉摸不定

”和“躲躲闪闪”，赛义德也指出该小说中“民族抵抗的缺失”。本文作者认为，这正是福斯特在面临人文主义理想和帝国主义现实巨大反差时作出的

无奈选择。福斯特清醒地意识到，伴随着帝国危机而来的是印度的独立和帝国大厦的坍塌；自由人文主义理想在帝国主义语境下，无法超越政治，文化

和种族的樊篱达成连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阿齐兹，阿德拉，菲尔丁以及摩尔夫人都经历了超越与回归过程，这也表明在帝国主义框架下，试图超

越差异，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最终结果是以失败姿态回归到最初的起点。任何连接的企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都是徒劳无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

度之行》是“自由人文主义的墓志铭”，是一曲献给英帝国的挽歌。

    《印度之行》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共存，以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3.期刊论文 黄新辉 从《印度之行》看福斯特的殖民主义色彩 -咸宁学院学报2009,29(1)
    作家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不仅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流露出浓厚的后殖民主义倾向.本文试从作者对印度的风景描绘和人物刻画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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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着手,探讨作品中渗透的殖民主义色彩.

4.期刊论文 汪涛.WANG Tao 社会认同的冲突——评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6,33(4)
    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背景,描述了英国-印度人与印度人之间的隔离感,以及不断恶化的关系.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试图通

过个体的社会认同之间的冲突来诠释这一隔离感,并认为在特定的殖民主义背景下,这一隔离感源自社会认同的冲突,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斗争的必然

产物.

5.学位论文 秘桂领 论福斯特的文化歧视《印度之行》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2009
    《印度之行》是二十世纪初一部出色的英国小说，也是作者福斯特最为成功和重要的小说。与其它关于殖民主义题材的小说不同，福斯特在《印度

之行》中竭力想要在英国殖民者和印度人民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友好的关系。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印度文化是通过一个英国殖民者的角度呈现给读者的

，其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歧视。本文旨在用后殖民批评理论研究作者对印度文化的歧视，并以此为主线分别从印度人的文化身份边缘化、文化歧视

在象征物中的体现和印度文化的神秘感三方面进行分析。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br>　　

 第一章介绍作者福斯特和小说《印度之行》的创作过程、以及改小说在国内外的研究综述。福斯特于1912年和1921年两次拜访印度，为《印度之行》的

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另外，小说的成功问世与印度穆斯林学生马苏德和英国绅士莫里森的热心帮助分不开。自1924年出版以来，小说受到了来自不

同背景的批评者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视角来阅读和解析这篇小说，包括女性主义视角、人文主义视角和后殖民主义视角。有些批评者致力于研究它的

写作技巧和风格，有些致力于研究它的政治色彩，有些强调它的宗教话题，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玄学小说。<br>　　

 第二章对小说中印度人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进行分析，主要涉及两类印度人：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印度人和西方化的印度学者。小说中提到了一些没有名

字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印度人，对于他们的描述，或者来自福斯特的视角或者来自小说中的英国殖民者的视角。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这些印度人本身是缄

默无语的，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和思考的权利。在福斯特看来，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体现出任何文化身份。阿齐兹是一名典型的西方化的印度穆斯林学者

，他同时具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种身份。在殖民统治下的印度，阿齐兹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这种双重文化身份将他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增加了他的文化失落感、不安和痛苦，并把他变成了一个奴颜媚骨的人。<br>　　

 第三章集中论述福斯特如何使用象征手法表达他的文化观。小说开头对故事发生地点的描写在全书中占重要位置，是整部小说主题和气氛的高度浓缩

，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福斯特借助背景描写对英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进行了不公正的对比和评价：优秀与低劣、统治与被统治。另外，福斯特笔下的马

拉巴山洞是其浓墨重彩刻意渲染的地方，山洞单调枯燥的外貌和吞噬一切的毫无意义的回声都影射着作者对印度的总体印象，即原始和混沌未开。

<br>　　

 第四章分析印度文化在福斯特眼中的神秘感。小说中，印度的一切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都是陌生和怪异的，他们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丝毫不了解。最

让他们感到“模糊”的是宣扬“是就是不是，不是就是是；善即是恶，恶即是善”的印度教哲学。对于印度文化的神秘性，英国殖民者是无法包容的。

<br>　　

 第五章对全文进行总结。福斯特站在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写作，他笔下的印度文化难免失真，因而是不客观的、带有偏见的，属于典型的西方式看法。

受英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属于殖民主义者，他无法洞察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6.期刊论文 陈萍.Chen Ping 论福斯特《印度之行》的主题和象征主义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6,22(2)
    <印度之行>是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反映了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社会矛盾,分析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对立.从书名象征、结构象征

和背景象征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部作品的象征意蕴.

7.期刊论文 赵辉辉 联结与隔阂--E.M.福斯特作品《印度之行》赏析 -理论月刊2002(2)
    本世纪杰出的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通过其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的成功之作<印度之行>,在复杂而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本文力图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为切入点,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加以透析,揭示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真诚联结的强烈渴望,以及超自然力量主宰下不同种

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无奈的隔阂与分离的现实.

8.学位论文 穆静 联结，冲突，融合——从后殖民角度解析福斯特的《印度之行》 2009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家，他一生共完成六部长篇小说，其中于1924年出版的《

印度之行》是其代表作。它被公认为福斯特最成功的作品，也被称作20世纪最后一部成功的英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印度之行》自出版以来就不乏

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近80年来国内外批评家大多从宗教、政治、种族和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透视这部作品的内涵。

    福斯特以他的“联结”主题闻名，然而在《印度之行》中，尽管主人公怀揣良好的愿望，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真正有意义的联结却并未实现。

在英属印度殖民地，英印之间的联结是短暂的，相形之下，存在于民族，宗教和人们之间的疏离和冲突则长久得多。

    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后现代批评流派迅速兴起和发展，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印度之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作品文本中流

露出来的后殖民主义倾向以及作者叙述过程中的东方主义立场越来越吸引广大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

    本文将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重读文本，将福斯特“惟有联结”的主观愿望与殖民语境下恒久冲突的客观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解构作品中

的“联结”主题，通过对种族、宗教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剖析，探究在后殖民语境下印度、印度教和印度人的“他者”身份，并在文本中寻找可能的

解决方法。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本文共分四章，概述如下：

    导言部分简单介绍了福斯特的生平，主要作品及其“联结”主题。

    第一章回顾了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发展及主要观点，为全文构建理论框架。

    第二章分析了阿齐兹与摩尔夫人以及阿齐兹与菲尔丁的友谊从建立到破裂的过程，旨在揭示在英属印度殖民地跨种族联结的短暂性。

    第三章剖析了种族、宗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揭示了印度、印度教以及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人在后殖民语境中的“他者”身份。

    第四章探寻了福斯特在文中提及的实现东西方联结，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可能途径。

    结语部分总结了福斯特“唯有联结”的主观愿望失败的根源，进一步提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谐的人际关系，联结才

能实现。

9.期刊论文 鲁晓霞 从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看隔阂与分离 -唐都学刊2004,20(6)
    人类自身之间即种族之间、个体的朋友之间、母子之间甚至夫妻、情人之间都存在着难以理解的隔阂与分离;不可知的自然及其造物也极力阻止人类

的联结与统一,因而与人类之间存在着隔阂与分离.此外,不同宗教的不同信仰使得各宗教群体的人们互不理解,产生隔阂与分离.所有这些都说明福斯特理

想中人类真诚关系建立的艰难及人类联结与统一的艰巨性.

10.期刊论文 鲁晓霞 《印度之行》中真实与虚构的印度 -山东文学（下半月）2009(5)
    英国作家福斯特在他的代表作<印度之行>中,从不同层面上展现了一个深广的印度图景.本文通过对印度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福斯特个人的经历和

他对印度教的态度,及书中人物及其原型的背景的分析,指出论福斯特在<印度之行>呈现的印度既非完全真实的印度,也非完全虚构的印度,而是福斯特亲

历时眼中的印度,是虚构和事实融为一体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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