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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与现代的视角下构建精巧的艺术世界
——论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艺术特征及其它

王晓玲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劳伦斯是一个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叉点上的作家。其成名作(Jh---T-与情人》中，以传统的

小说结构与现代意识流笔法相结合，运用独特的象征手法与“诗”一般的语言，共同构建了精巧的艺术世界，

体现了劳伦斯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为一体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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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英国小说最重要的作家中。劳伦斯几乎是

唯一一位传统本土化的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扎根于英

国土壤，以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一带的矿区或乡村为

背景，描绘在工业化和机器文明逐渐成为主宰一切的

社会力量时期．人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关系上

的变化。但是劳伦斯的创作生涯主要集中于20世纪

上半期。所以他的小说又具有现代主义的风格。而围

绕矿工毛莱尔一家展开，通过年轻主人公的成长反映

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儿子与情人>，使其

赢得了广泛赞誉，也代表着他的创作艺术特征。

一、简单而富有情韵的小说内容

本书为劳伦斯的半自传体之作。以作者的故乡英

国的诺丁汉郡的矿区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保罗与其

母亲毛莱尔太太及两位女友密里安和克拉拉之间的

感情纠葛。小说是以毛莱尔一家展开情节叙述的。憧

憬浪漫与高雅生活的少女葛楚德嫁给了矿工瓦尔特·

毛莱尔。毛莱尔先生却由于沉重的井下劳动变成了一

个脾气暴躁的贪杯者。彻底的与绅士风度断绝了关

系，于是葛楚德便把自己的爱转给了自己的孩子。在

她的4个儿子中。二儿子保罗更聪明敏感一些，很有

绘画艺术天赋，同时很喜欢与母亲毛莱尔太太亲近，

再加上她的大儿子得病死去。于是二儿子保罗也就成

了她唯一的牵挂和情感寄托。

保罗16岁时认识了莱弗斯家的密里安。这是个

聪明且美丽的女孩，保罗被她的内在魅力所吸引，但

对她的“鄙视情欲”的心理却颇有微词。同时毛莱尔太

太也不是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在与密里安的相处中保

罗认识了其女友克拉拉。克拉拉热情性感，大保罗5

岁，且与其丈夫感情不和处于分居状态，很快热情奔

放的克拉拉就成了保罗的情人。但是在他的内心，克

拉拉只是一个可满足他身体的工具，再加上密里安的

“鄙视情欲”，使他觉得母亲才是唯一能完全理解他的

入。也就在此时保罗的绘画获了奖，他十分想到意大

利学习．但由于母亲的不舍而未成行。就在那天密里

安把自己作为奖励献给了保罗。

由于毛莱尔先生的贪杯。在家里他已不被妻子看

成丈夫也不被儿子看作父亲。丈夫的庸俗使保罗成为

唯一一个能关心和安慰毛菜尔太太的人。其后，毛莱

尔太太患了癌症，死亡成为必然。保罗十分伤心，就是

克拉拉的热情也不能使他减轻悲伤。在去医院看望母

亲时。保罗遇到生病住院的克拉拉的丈夫。出于同情，

他说服克拉拉使其回到了丈夫的怀抱。为了减轻母亲

的痛苦．保罗为母亲服用了过量的吗啡，使母亲安静

的离开了。毛莱尔太太的死使保罗一片迷茫，找不到

生活的目标，以前可安慰他身体的克拉拉也不在身边

了，这时他想到了密里安，经过见面后长时间的交谈

使他认识到密里安不是他最终需要的入，最后终于离

她而去。经过长期的内心斗争，他终于认定了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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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与他同在，摆脱了情感的束缚，自由地向着那

“变的越来越明亮地城市奔去”。咿

二、现实与现代交叉下的结构艺术

从对(JD子与情人》的研读中可以发现，劳伦斯的

小说结构一般很简单。大多只是选择一对男女。以他

们关系的发展作为小说的脉络。并由此表达自己的观

点和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所以(JL子与情人》的情节

结构上具有较明显的传统小说痕迹。它以传统小说的

那种“历时式”的叙述方法建构小说情节。从毛莱尔夫

妇结婚、生子到感情淡漠，再到儿子与母亲产生感情

纠葛，儿子的婚恋。均按时间顺序有条不紊地叙述出

来。从而形成了传统小说的基本情节格局。但是由于

劳伦斯的生活道路跨越了两个世纪，他是从19世纪

现实主义艺术土壤里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所以他的

小说除了传统文学的特征之外又具有某些现代主义

文学的印记。

这在(JD子与情人>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展

现，使小说既在传统的结构框架里又露出了现代小说

的端倪。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男主人公保罗的家庭生

活和两次婚恋，而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日常生活的

细小情节，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故事。诸如：儿子与

父亲的情感对抗，妻子与丈夫的吵架，儿子与母亲的

交谈及愉快的旅游，保罗与爱人密里安之间的不和谐

谈话及彼此内心的痛苦，保罗与情人克拉拉在一起时

的情欲冲动以及他们在缺乏情感交流时纯肉体的结

合等等。作者对这些具体生活细小片断的描写虽然是

客观真实的，但就小说外部形态而论。它们“缺乏合乎

事理的因果联系：它们既不酿就激烈的外部冲突。也

不构成曲折动人的中心情节，显得琐碎繁杂，故事的

推进也拖沓缓慢”。砸不过，从小说的深层结构来看，

或者说从人物的心态繁杂来看。这些细小片断都是由

。人物的心理逻辑贯穿的，‘形散而神聚’，心理、意识、

和情绪几乎取代了外在势力意义上的因果联系”。粥

在小说的第六章，劳伦斯用了许多笔墨描写了保

罗和母亲毛莱尔太太的一次郊游。从外部情节来看。

这似乎是作者的节外生枝。是作者信手拈来的一段抒

情插曲，其实不然，这应该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一个重

点情节。母子俩在出发前的心情都是喜气洋洋的．犹

如去参加盛大的节日宴会。尤其是毛菜尔太太。还特

地作了一番细心的打扮，穿上了珍藏着的干净靴子和

新棉衣，甚至还化了点淡妆。当她有点害羞的出现在

保罗面前时，保罗高兴地说：“和你这样一位优美的小

妇人一起外出郊游简直太好了”。嘲在他俩眼中。这天

的天气格外的好，世界“美的出奇”。路上保罗采摘了

些勿忘我花送给母亲，母亲则十分高兴的接受了。他

们来到树林，“那里到处都是蓝铃花，小径上长满了香

味很浓的勿忘我。母亲和儿子都心醉神迷了”。劳伦斯

在此一再描写效野那草木葱绿、鸟语花香、春意盎然

的景致，在这良辰美景中，母子俩手挽手笑语盈盈、亲

密无间的畅游，恰如一对比翼双方的鸟儿!作者用描

写热恋情人嬉戏于花间草丛的笔触来描写母子郊游。

这里显然在暗示母亲与儿子潜意识中那互相眷恋的

感情隐衷。因此，母子郊游这一情节虽然与其它情节

联系甚疏，但与人物心理交流联系甚密。这种现代派

惯用的意识流笔法是现实主义小说中无处寻觅的。

，●j

三、别具一格的象征艺术

当对劳伦斯小说进行阅读时会有一种感受：作用

“丰脾”的色彩描绘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象和景致，那

么真切动人。却又那么含蓄隽永。这种视觉效果的形

成得益于劳伦斯对象征手法的运用。这也是劳伦斯小

说的一个较明显的特征。

象征手法是古往今来作家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

但似乎更为现代主义作家所青睐。同时现代主义作品

中的象征也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作品

中的特征。传统的象征主义象征物和被象征之间一般

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寓意比较明显并且稳定，如红色

象征热情、白色象征纯洁、蓝色象征浪漫、黑色象征爱

情⋯⋯它们之间的本体和寓意是一一对应的。而现代

主义的象征往往把毫无关系的事物拴在一起，寓意朦

胧深远乃至晦涩难懂。劳伦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与现

实主义交叉点上的作家。其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方

式既传统又现代．具有传统笔法与现代笔法交织的双

重特征。这点在<儿子与情人>中有鲜明地体现，“劳伦

斯把象征主义和复杂的陈述技巧有机的结合起来。打

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采用一种全新的语体来探

索人物微妙的心理世界。表现了独具一格的现代主义

倾向”。l咿

在劳伦斯笔下．“森林、河流、矿区、房屋、墓地、雪

山、彩虹、黑夜、月亮、马匹、鸟巢等”，附这一切自然物

象几乎都赋予了人类精神的灵光。如此丰富而又错综

复杂的象征物象中。有的具有传统象征那种明确而稳

定的喻义，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格拉比庄园象征

着工业社会．而小树林则象征了生机勃勃的大自然，

(JL子与情人>中向日葵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等等。

“这些象征是直指样式的．言能尽意，意在言申。能指

与所指的关系是单一明确。一一对应的。”I,qal在劳伦斯

另外一些小说中．有些花草树木风雨鸟虫等自然物象

和景致的描写。乍一看似乎与传统作品象征描写差不

多，如月光象征女性、马匹狐狸等象征男性、黑夜墓地

象征死亡、彩虹象征再生。但仔细品味可以发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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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在一部小说中可能是反复出现的，有时由多种象

征物构成一个整体意象，由此它们除了各自原来具有

的基本稳定、明确的象征概念之外，又蕴含着含蓄模

糊、意指深远的心理层次内容。在这类象征的运用上。

劳伦斯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自然物象和景致来暗示

人物的某种心灵隐秘或者是某种欲望。自然物象和景

致是用以沟通物我之间的交流。表现人的心灵在自然

力的启迪下的某种感悟，或者反响，展现特定情境中

人物在神智之外的心态、情绪和意识的细微变化。因

此，这些自然物象通常是心灵和自然的契合物，具有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曾赋予的美学特征。

。月亮”这个自然物象是劳伦斯小说中出现次数

最多的，其本源是象征着自然状态下的潜意识的女

性。但是，在劳伦斯的具体描述中，“月亮”这一特征物

的寓意却显得更宽泛、更抽象、更艨胧。书的第七章着

重描写了保罗和密里安之间的爱情。或者更明确地说

应该是精神上的寄托与依恋。对保罗而言，他眼中的

完美女人往往是母亲式的．即为灵魂的沟通。而如果

超越了这个界限。那就不该是个女性，那就等于是个

错误。因而，当他们散步时密里安挽住他的手臂时，保

罗就显得很不自然。很紧张，很别扭。但是作为一个正

常的青年男子，他身上的自然本性总是要借机外现

的。如在有天傍晚，保罗与密里安又在一起出去散步，

此时保罗忽然看见“一轮巨大的橙黄色月亮正从沙丘

上探头看着他们，”顿时，“他体内的血猛烈的跳动，他

手上的肌肉在热血沸腾．全身紧张的直抽搐”。在这

里，保罗的表现是因为他那种被母亲压抑的男性本能

的复苏。而唤醒他这种本能的并不是他身边的这位妙

龄女子密里安，而是天空中那轮皎洁的月亮。所以，是

。月亮”导致了保罗潜意识的萌动及神志的领悟。这种

主观感觉是在月亮的触动下才真正的沟通了保罗身

上“男性”与“女性”情感交流的自然本能。

另外．“黑暗”——“花园中的黑暗”在劳伦斯作品

中也有着某种特异的象征意义。在书中第十一章有这

样一段描述。即保罗在一时感情冲动下走进了黑暗的

花园。这时，。天慢慢地晚了，从敞开的大门外，百合花

的香气悄然袭来，仿佛花香一直在户外荡漾。突然，他

站起来走到户外．看到一道惨淡的百合花黄色半月已

慢慢从花园尽头的那棵黑黝黝的无花果树后面沉下

去”，“远处是花园中间栽种的一排浅百合花，香气氤

氲在四周的空气中，仿佛充满了活力”，“他穿过一片

粉红的花朵”，。站在那排白花篱笆墙边，花瓣萎垂，好

像都在喘气一般”。这时，。月亮很快沉了下去”，“他突

然闻到一种香味⋯⋯他往四处寻找。终于发现是紫蝴

蝶的花香”。这里描述的花朵乍一看只是花朵．但细细

品味却具有强烈的“本性”或“特异性”，因他们自身的

质量都各自存在着，作为分离的特异的自我存在着。

而在他们的香气中，强烈地显示着造物者的力量。保

罗感到了这种独立存在着的生命存在，使他跟自我产

生了一种奇妙的关系。这一催化行动的瞬间是通过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找到了什么东西”这一简单的句

子体现出来。“找到了什么东西”指的就是蝴蝶花，那

种黑黝黝、厚实的、神秘的、异化的东西。也正是这种

奇妙花朵的触动，才有了他回到房间里告诉他母亲他

要跟密里安分手的决定。所以，。花园中这一夜的黑

暗”，这一合乎规律的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劳伦斯的

笔下具有某种支配作用的幻想的性质。也正是基与

此，使它呈现出特别丰富的涵义。因“黑暗是白昼节奏

的一半，无意识的黑暗是意识白昼节奏的一半，死亡

的黑暗也是生命白昼节奏的一半。否认这个万物的普

遍规律就是造孽。也就是现代经济和现代理性主义所

造成的后果。否认黑暗的存在。人就会得不到人的自

然本性的复苏——光明、理性、友爱。但是，如果拒绝

这种节奏一半的认识，人就会变得软弱无能，他的理

智就会成为破坏性的。就会丧失对别人独自存在的认

识。承认别人独自存在是他友爱必不可少的因素。”翻

此点在书的第三章中。即保罗向克拉拉求爱的描写中

也很好地得到了体现。

另外，说到了小说中的象征，除了上文所说的自

然物外。特殊人物被赋予的特殊象征意蕴不能不提出

来说一下。在书中，密里安与克拉拉分别代表了“灵”

与“肉”的两个方面．两入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意义

上的女性。在密里安身上，宗教情绪占了主导地位，使

她在潜意识中深植着对肉欲的鄙视．所以在她修女般

圣洁的品质面前。年轻而冲动的保罗是不能释放出情

欲的本能的，因此总在不美满的爱情里感到压抑和痛

苦。而在这种情况下，性感迷人、热情大胆的少妇克拉

拉出现了。也正是由于密里安的冷漠。才使克拉拉有

了表演的舞台，她的出现弥补了密里安带给保罗的情

感缺陷。而克拉拉同样缺点鲜明，她缺乏对保罗内心

的关注与理解，或者可以说她缺乏对人性思维的关

注。因此，在保罗对她的一度迷恋之后，就发觉到了与

她相处时的乏味与寂寞。感到她不是自己所找的入。

由于在密里安和克拉拉身上体会不到爱与性的和谐

完美，他不停徘徊在两个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女性

之间，难以找到正确的方向，这时他必然会转向对母

亲心灵的依恋。在小说中。也许出于特殊的象征意义

的需要，劳伦斯在这两个女性身上的落笔点不同，侧

重点也不一致。对密里安的描写侧重她的清心寡欲和

对上帝的虔诚。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等突出灵魂的内

容。这些每次都是从保罗的视角来展现的。但写到性

感的克拉拉时．劳伦斯的笔下总有一种激情的回荡，

这是作者描写保罗与密里安在一起时罕见的。因而作

为“灵”与“肉”的象征物，密里安与克拉拉在保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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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勾起的心理内容是不一致的．可以说是完全相异

的。所以无论密里安还是克拉拉都被劳伦斯赋予了不

同的象征意蕴．闪耀着人性中相异的光辉。

四、。诗”一般的艺术语育

对于小说而言，它是通过语言的媒介建构不同形

态的艺术世界的。劳伦斯是个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

是位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大师，所以其小说不可避免地

兼具了二者的特点。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劳伦斯是位

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叉点上的作家，其小说在

描写环境、刻画人物、叙述事件时基本呈现现实主义

的特征，这点在对环境的描写上更加突出。但其小说

中又常会出现一些令人感到虚无缥缈、似是而非的物

质或物象，他们并不是客观存在物，而是心理幻觉、主

观意象的外化，所以其语言又呈现出现代派的特征，

他“用一种直接、可感地语言和一种以前从未在英国

小说中见过地给人以美感地对身体地理解，表现了父

母对孩子、肉体与灵魂之间地斗争”。m137下面就以(儿

子与情人》第一章中毛莱尔太太被酒后的丈夫赶出门

外。有孕在身的毛莱尔太太带着满腹的委屈，来到月

光下布满鲜花的野外做一番简要说明：。八月的夜晚，

皓月当空，光华照人⋯⋯长的高高的白百合花在月夜

下不断摇曳起舞，空气中洋溢着它们的芳香，仿佛有

精灵在幕后指挥。⋯⋯花朵仿佛在月光下伸懒腰。她

把手伸到其中一片花瓣里．在月光下她辨不清手指上

沾着的金黄色花粉⋯⋯她轻轻地吻了一口花香，那香

味几乎使她眩晕”。

这是一个诗化的意蕴世界!语言有客观描述和纪

实性特点。但同时也具有意象化、主观感悟和体验性

的特点。它表达的是人物主体的主观感受在自然物的

拨动下同自然物象之间的契合和感应。优美的白百合

花与毛莱尔太太心灵中流动的母爱：空气中洋溢的花

香与她对生命力的向往和对美的追求；孕育着生命的

金黄色花粉与毛莱尔太太腹中蠕动的胎儿；明亮的月

光与毛莱尔太太意识中女性的自然本能等等。从而构

成了一个模糊朦胧的整体意象。在这里，作者想陈述

的应该不是毛莱尔太太在看花、赏花这个客观事实，

而是她在这特定的情景中心灵的波动、心灵与自然的

感应。因而，劳伦斯在这里所展现的物境是主观化、心

灵化了的。它真切的外化出毛莱尔太太那“依稀迷离、

难以名状的情绪，意识的流变”，同传达出她生命纤维

的细微颤动。这些都可勾起读者的某种阅读情绪，牵

动读者最细小的心灵的颤动。这也是那些纯现实主义

作品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JL子与情人》也许不是劳伦斯最优秀的作品，但

却体现了作者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叉点上的

创作风格与技巧。小说内部结构与外在表现上的藕断

丝连。形散神聚里凸显的是人物心理的流转与意识的

眺宕。作者在小说中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与诗化的艺

术语言为读者构筑了一个精巧的艺术世界，也许初读

时感受不多，在掩卷沉思之余，却心神惧震，小说的内

容在此时也许早已遗忘，但人物的影子却早巳沉入了

心扉，化为了永恒，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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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wrence wag a writer at the crossroads of reelism and modernism．In his novel Sons and

Lovers，Lawrence built a sophisticated art world by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novel structure and the

modem stream of consciousness，employing unique symbolic techniques and “poetic”language，which

reflected Lawrence’S writing style of integrating realism and modernism鼬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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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李基荣 竟象和想象力-关于卞之琳早期诗歌的研究 1998
    该文是有关卞之琳在抗战以前(1930-1937)的早期诗歌的研究.该文通过卞之琳的早期诗,察看诗人的矛盾心态发挥怎样的想象力,并且探求现代诗歌

的竟象和诗人的想象力的关系,进而通过由想象力所产生的竟象,分析卞诗里不同的意象构造模式.首先,根据象征主义诗学的两种象征类别("个人的象征

"和"超验的象征"或"个人方言式的象征"和"无意识观念作用式的象征"),考察卞这琳所运用的象征和意象,将卞诗的象征的两种类型的再分成"个人的象征

"和"超验的象征"两类;然后,在上述的象征的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展开思路,把由卞之琳的不同想象力所创造的意象,分成"静态意象"和"动的意象"."静态

意象"和个经验(尤其是对过去的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动的意象"在精神内外部,由于某种激烈的冲击所产生.卞之琳用这两种意象揭示他独特歌意识的

指向.而且构成不同的意象构造模式;最后,通过两种意象构造模式的分析,试论两种模式的特征及其表现的对文化过渡期矛盾的新模索和反思.静态意象的

构造模式,主要有四个特征:1)采用个人的象征;2)表示过去和现在或传统和现代的对立;3)具有偏重于过去的性格;4)用具体的事物或空间来构成诗歌意识

.与此相反,动态意象的构造模式,主要有四个特征:1)在象征的运用上经常采用无意识的、超验的象征;2)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惆怅和对理想世界的渴求

;3)带有超越现实的特征;4)主要表现为诗歌抒情主体充满动感、活泼的想象行为("做梦"、"装饰"、"厌倦"等)和对抽象的空间("梦"、"水"等)的构造,或

者还表现为通过感官(主要是听觉)体验达到成的对一个超验、玄想世界的认识.一种特殊的意象构造模式表达诗人特殊的意识指向.因此,作者通过意象分

析,可以了解卞之琳在文化过渡期,具有怎样的意识指向,而且采用怎样的意象模式来表现转型期心态.他所采用的两种意象构造模式,虽然上相反的表现方

式,但这两种模式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们同样显示出诗人在传统与现代、未来与过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种矛盾心态.经们一方面表明了诗人试图克服现

代性矛盾的努力,另一方面拒绝精神和谐状态的诗人意志的表现.

2.学位论文 马晓京 加拿大西北沿岸印第安人图腾柱文化象征意义阐释 2007
    图腾柱是西北沿岸印第安人文化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浓缩象征,也是加拿大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图腾枉:仍然是西北沿岸印第安人丰

富视觉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图腾柱不仅是印第安人的文化认同符号,也是其他加拿大人的骄傲.在这里,印第安人与白人、传统与现代、遗产的保

护与开发、文化与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包括西北沿岸印第安人图腾柱在内的世界民族

文化研究一直是中国民族学的薄弱环节,研究西北沿岸印第安人图腾柱,对于拓宽中国民族学研究领域,填补中国民族学在世界民族文化研究方面的某些空

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印第安人图腾柱在旅游中广泛利用,已成为当地旅游象征标志物,这一成功处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典

型个案,对于中国当前矛盾重重困惑不断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具有多种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源自中国国家图书馆、美

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在线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往中国学者对西北沿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关注不多,但在国外,图腾柱研究却是炙手可热,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

栋.他们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图腾柱专题研究和与图腾柱相关的西北沿岸印第安人文化研究,是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艺术学、历史学、旅游学等多

学科综合、交叉的特别地带.由于西方人独特的学术研究传统,他们或是重点关注西北沿岸印第安人传统社会中的图腾柱,或是视图腾柱为西北沿岸印第安

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构成元素,并没有将图腾柱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化体系加以综合考察.借用西方学者的丰富资料,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将图腾柱文化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而展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是本研究的突破口.

    象征人类学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作为意义系统的表达、显示、交流和传承的象征符号系统,是符号载体(能指)、符号规则(编码或符码

)和符号意义(所指)的统一.图腾柱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文化,在图腾柱象征符号系统中,作为表层结构的符号载体,是图腾柱文化中可感知、可观察的感

性外观形态和载体,既包括具有实用功能作为物质器物的图腾柱,也包括围绕图腾柱而产生的各种行为如图腾柱的雕刻竖立、烧毁、买卖、偷盗、观看、

修复和保护等,还包括图腾柱上专司信息传递的各种非语词的图像,如人形纹、动物纹、超自然神灵纹、物质实体纹等各种形象.透过图腾柱文化中的表层

符号,破译控制上述载体要素的组合规则,解读阐释图腾柱文化中不可感触、却可以通过表层的图腾柱载体要素和深层的文化规则来传递或显示的意义系

统,从而把握图腾柱文化的内涵.在图腾柱文化象征符号系统中,作为深层结构的文化规则是图腾柱文化的核心.18世纪下半叶,白人抵达西北沿岸地区之后

,图腾柱文化的深层文化规则经历了巨大变化,导致图腾柱文化的主体更加多样化,有更多呈竞争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图腾柱文化载体和文化规则的

能动运用,参与图腾柱文化意义的解构与再构.总体而论,西北沿岸印第安人图腾柱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流动性和丰富多样性的特色.本文表达了一

个东方人对图腾柱文化的解读.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文献综述和资料的搜集整理.正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西北沿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文化.主要从西北沿岸印第安人文化生念大视野的角度,对西北沿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文化做基本介绍.第二章--

失落的象征.图腾柱负载着西北沿岸印第安人深厚的传统文化,今天步入现代社会的西北沿岸印第安人已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生存语境,图腾柱成为一种传统

失落的象征.本章由特权地位的象征和神灵的象征两节组成,集中说明阐释图腾柱在西北沿岸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内涵或意义.

    第三章--厄运的象征.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不断向外扩张,与欧洲白人的相遇改变了西北沿岸印第安人的命运,其社会文化遭遇毁灭性的

打击,图腾柱成为印第安人厄运的象征.本章从西北沿岸印第安人传统文化的衰败过程和殖民主义战利晶的象征二个层面,阐释说明欧加白人殖民主义者对

西北沿岸印第安人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摧残破坏过程与掠夺所导致图腾柱生成的新意义.第四章和第五章--复活的象征.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日渐成

长,加拿大在构建统一民族文化的漫长旅程中,逐渐认识到图腾柱的重要性,拉开了将图腾柱再构为加拿大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符号的序幕.与此同时,随着土

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印第安人不断发起捍卫文化传统和讨回本属自己权利的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联邦政府终于放弃同化政策,实施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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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印第安人文化发展揭开新篇章,现代旅游艺术成为传承图腾柱遗产的重要载体,图腾柱焕发出旺盛生命力,成为印第安人文化复活的象征.

    结语总结了图腾柱遗产保护模式,提出了作者对于图腾柱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相关问题的思考.

3.学位论文 刘敏 太极图形的传承与创新 2009
    本论文主要针对传统“太极图”在现代设计中广泛应用进行的研究。太极图“对立统一、永恒运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特征已经延伸到中国

很多文化中。这样就需要设计师在表现形式美的基础上，挖掘“太极图”的象征寓意和文化内涵，设计出既符合民族传统观念、又融入时代视觉符号的

现代设计作品。对此论述了在现代设计国际化的趋势下，如何汲取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恰当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体现富有民族个性和地域韵味的

优秀作品。在设计国际化的今天，各民族只有在深入领悟传统艺术精神、充分认识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

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设计作品，如2001年的北京申奥标志，整个造型运用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特有的写意手法，运用“中国

结”和“太极拳”两个意象，十分巧妙地将中国特色和奥林匹克精神元素结合在一起。这说明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不仅

对弘扬民族文化起到了传承作用，又促进了传播作用。

    太极图形它的符号化、象征化的美学意义体现在：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图像思维模式，它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出的道家的思想文化哲学

，与先人以八卦意向形成对世界万物的象征自然融合在一起，象征着中国人的哲学，宇宙世界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图形，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观念遥相呼应，互为融合。太极图形的演变代表了对于传统图形的深层次，对艺术表现深层次的追求，其间蕴含了中国传统艺术不羁的自由精神。

    太极图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标志、广告、建筑、产品、首饰和服装设计中，太极图形富有个性的符号形象，是抽象语言、几何图形所

无法比拟和不可替代的。如太极图形作为元素的标志设计：凤凰卫视台标是对于太极图形寓意的最好表现，达到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

4.期刊论文 于亮 "中国红"在传统与现代视觉设计中的运用 -大众文艺2009(7)
    红色,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人们信奉和崇拜的色彩;经过历朝历代的承启、沉淀、深化和扬弃,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

在着大量的"中国红",成为民族意识和情感的栽体,美的象征;在传统民俗文化中,"中国红"代表着幸福的生活,是吉祥的化身;在色彩经济起步的今天, "中

国红"将作为新的经济亮点和促销方式,它不仅提高国人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还将提高中国制造产品的附加值."中国红"超越国界、超越语言,既是人们实现

吉祥幸福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的鸿鹤志向.

5.学位论文 杨智华 论环境景观艺术中的象征性设计 2005
    本文是环境景观艺术领域中象征性设计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的初步探索。本研究试图借鉴现代图像学、现象学、符号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并与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艺术史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对环境景观艺术作品中的象征性设计作较深入的探索。这种研究方法将打破各

个学科之间的封锁堡垒，考虑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等学科综合因素，不仅从文化的角度理清象征的发展脉络，研究象征的历史文化起源，而

且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寻找象征性设计的依据。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分析环境景观艺术中象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归纳象征性设计在环境景观艺术

中的运用规律，解释环境景观艺术中的象征来源，和象征意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延续和变化，以及提出象征性设计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

    研究的目的与预期结论旨在通过对环境景观艺术中不同的象征表达内容与意义的分析，归纳出象征性设计表达的内容就是人类的精神意义。通过概

括象征性设计表达的层次，对环境景观艺术中所有的象征性表象进行分类。通过分析象征性设计语汇的形式，思考如何应对传统与现代的迷失，如何利

用象征性设计延续传统文脉。通过人与环境景观中的象征艺术的关系分析，提倡设计人员在设计实践的前期阶段进入与大众的沟通，了解大众的需求

，以确定象征性设计在该项目中适用范围，以及象征表达的内涵意义。通过对长沙市麓山南路的实际评价的调查，以确定不同人群对象征性设计的需求

，以及象征性设计的具体实施目标和方案。

6.学位论文 刘建霞 张爱玲小说研究 1999
    张爱玲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瞩目成就,是成就她名声的重要因素.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构成了她小说的独特风貌,形成了凝炼、含蓄、诗化

的艺术效果.层出不穷、意象新颖的比喻和象征使小说语方流光溢彩;情节的绵密、曲折紧张和奇特,拓展了小说惯有的苍凉氛围与复调情绪;心理描写的

间接性与具象化,使小说充满隐喻和象征色彩;参层对照手法和反讽的运用,渗透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这些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体",艺术上的综合优势使其他

作家难以望其项背,各种技巧在她的小说里相互补充、难分彼此,为中国文学增添了独特的景观.这些手法并非她独有,她的突出之处在于:在人所共知的矿

脉上向不为人知的深度开掘,达到了她的高度.排除非个人的因素,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小说,首先是视点下移,她摒弃了现代文化逐渐孕育出的一整套

文学"想象",寻求张扬的机遇,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品格,向关注人们生存之实和普通人内心世界的审视生活之角度转移;同

时在形式句法上达成的混成形态,思想意义层面上蕴含的深刻哲理性,以及在道德文化层面上的凝重,都使她的创作亦雅亦俗,一时无两,超越了传统与现代

两个领域.

7.期刊论文 李玉功 与时代对话——解析巴巴肖像画中的象征意义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0(10)
    巴巴是当代世界现实主义绘画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其作品以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个性化的语言见长,尤其大量地使用了象征手法,体现出"调和

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特征.同是写实兼象征,在写实之中,巴巴融入了营造幽深气氛的整体象征方式,后来则采用了寄寓意念的意象象征方式.他的艺术

在传统与现代,在当代现实主义与现代性之间达到了统一.

8.学位论文 罗广宇 后现代精神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 2008
    本文就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体现出的后现代精神对室内设计进行了分析，后现代主义室内设计主张对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尊重，重视室内设计的多元化

发展，反对单一的模式与单一的功能。同时关注人在环境中的全方面感受，要求设计从地域性的文化历史出发，不同环境不同分析，追求设计中的文脉

传承，使设计有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感。这种追求多元化，重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设计理念得到人们的认可。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后现代精神正是室内设

计发展的方向和精髓所在。后现代主义同时重视隐喻与象征的作用，特别是设计中符号与装饰的隐喻意义；讲究时间与空间的碰撞，发展空间的多维变

化，错落变化。后现代不是直接应用传统，而是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神，运用全新的设计语言、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来表现传统文化精神。也就是用非传

统的方法来表现传统、延续传统。同时制造空间与空间、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延续历史文化的同时体现出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深化设计的意义与内涵

，创造出能够满足人们生理与心理双重需求的设计。后现代这种积极的，合理的精神内涵对当今室内设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对后现代设计的产生、发展、思想内容和其对室内设计的重要性等方面做了归纳提炼，用后现代思想对中国室内设计做了一些思考、分析，阐

明了后现代精神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意义。以后现代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室内设计几个重要方面做应用探讨和分析，并展望了中国室内设计的未来

发展。

9.期刊论文 焦志明.于睿 恋爱中的女人--评劳伦斯的叙事风格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劳伦斯以其传统与现代相融的写作风格在文学领域中独树一帜.<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命运分裂、不确定的性质、开放、不确定的结尾,作者对人

物心理的关注--自由间接风格、象征手法的运用,即作者对人物间冲突的复调叙述,充分体现了劳伦斯有别于维多利亚时期传统作家,但他在保持作者的可

靠性方面是传统的,有着稳定的全知视角.

10.学位论文 朱静辉 再造“场域”：村落公共场所变迁视角下的村庄认同与整合 2007
    在以往的乡土研究中，不管是出于作者本人的意愿还是无意之间，都不得不直面乡土现代性的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因此社区研究往往把

外来的冲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到后来逐渐地这种外来冲击与村庄内部的回应成为乡土研究的主导范式。在这一过程中，笔者认为应该有一种研究范式

的转变，正如中国史学研究从费正清的“冲击一回应”范式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在中国发现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村落社区固然不能回避19世

纪至20世纪的外来冲击，然而这种冲击本身是一个大话语，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会回归村庄。因此以村庄自身为中心，寻找村庄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考

究中国乡土的发展脉络，让草根发出声音，是当下乡土研究的一种主流回归。

    本文的着力点主要基于村落公共场所变迁下的公共场域置移。村庄内部的公共场域的变动本来就是在外力的冲击下引起的，在这种冲击和变迁中也

重整了村落的社会秩序，这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村庄在外来冲击面前也会选择一种自身的调试。村庄公共场域的变迁就表明了村庄对应外来冲击的自

我调试，从村庄内在的公共场域变迁中表达村庄认同与整合。

    雷村的公共场所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从祠堂、晒场到老年人协会的场所变迁中可以窥视时代的剧变对雷村的影响。场所的变迁也相应造成了村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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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场域的置换，每一个场域的消逝代表着一种村庄认同和整合的改变，从祠堂代表着村庄的文化认同向以晒场为象征的政治认同的转变，到了老年人协

会的时候已经没有象征的意义，它只是一个场所，为村民提供公共空间的一个地点。笔者认为现在村庄最大的问题就是世俗意义的整合，虽然这样世俗

意义的公共场域认同为村庄的整合提供了一个底线，但是社会本身的发展却不能抵抗市场的冲击，因此虽然世俗认同是一种常态，但它恰逢中国社会的

巨大转型，世俗认同与市场经济结合，代表着乡土人文氛围的消失，村庄可能会走向一种自我的迷失。这就回到了根本性的问题，村庄为何存在，为谁

何在，它给予居住在村落中的人意义是什么。本文则试图从公共场域的变迁视角对村庄的本体意义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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