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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Modernism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Faulkner and a lot of his fictions, which may be 

the ke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novel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Faulkner’s road to becoming a Modernist, which includes 

the influence of Victorianism, Modernism and also some important people in Faulkner’s life. By so doing, it is hoped to be able 

to offer a thorough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aulkner, and shed a new light on hi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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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主义对福克纳及其作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作品的典型特征，这也是解读福克纳作品的一

个重要线索。本文试图探讨福克纳如何在世纪之交、动荡变迁的时代走上现代主义道路、成为现代主义者的。文中主

要涉及了对其现代主义之路影响至深的三个因素：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现代主义文化以及福克纳身边出现的一些重要

人物。希望本文能为福克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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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威廉·福克纳（1897-1962）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影响

力最大的美国作家之一，其“以自己‘邮票班大小的故土’

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1]，被

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虽然福克纳在公开场合曾自称为

“没受过教育的人”，但实际上，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其

中就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专著，也受到一些文艺思潮的影

响。我们将他的创作手法与学识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化与知

识话语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其创作手法与学识中的许多有

价值的东西，同时也因此能更好地了解到他所处时代的许

多重要事情。福克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历着重大转变的

时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在内的方方面面都

面临着国内外情势的重大影响。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

也可以看出两种主要的历史文化的影响痕迹。而这两种文

化，其一是指他出生地（即19世纪晚期的密西西比州）所

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另一则是指他在大量阅读过

程中发现、借鉴并为己所用的现代主义文化。 

“福克纳生长在南方，创作在南方，他作品中的文化

信息也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南方文化的痕迹”[2]，因此，福

克纳早期的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南方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

晚期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状况。但是，随着世纪之交

的变迁对文化界的猛烈冲击，其创作的中期作品则清晰地

折射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影子。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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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而他内心的文化冲突则为读

者提供了理解他的关键要素。 

2．两种文化的影响 

2.1．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一位成熟的作家离不开他所

成长的环境，二伟大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家乡息息相关，

无论他有意识的继承所处的文化还是刻意的反叛，其个人

作品的主题和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会打上当地的文化烙

印”[3]。福克纳出生在美国南北战争后，这是一个动荡变

迁的时代。内战对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

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而战后联邦政府对南方推行的重建工

程遭到当地白人的强烈抵制，甚至动用暴力，从而造成政

治危机。一些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家产而陷

入贫困，但是最悲惨的依然是黑人奴隶。他们虽然得到了

解放，但仍然被认为是智力低下的劣等人，受到白人的残

酷剥削和压榨。种族主义者采取种族隔离政策、私刑等暴

力手段使已经解放的奴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种族矛盾激

生。与此同时，许多原来有钱的种植园主离开南方去了欧

洲或允许蓄奴的巴西，留在南方的种植园主则一心保护他

们仅剩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并努力企图恢复过去的文化传

统。这种把南方及南方种植园主理想化的做法在十九世纪

八、九十年代达到了高峰。福克纳幼时就听说过很多关于

南方联军及其“英雄”的传说。除此之外，南方一直都效仿

英国及欧洲等级分明的乡绅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虽然南

方在这次内战中落败而使人们有挫败感和罪恶感，但以种

植园主为代表的大家族仍然努力维持战前的状况，尤其是

维护在南方有深厚影响的“骑士英雄”的神话。 

追根溯源，南方极力维护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可以

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正值工业革命发端之际的英国。这一文

化反映了在日渐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所必需

的关键品性——节俭、勤奋以及坚忍不拔，而这些都表明

当时的人们对待工业发展和秩序的乐观主义态度。对他们

而言，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就像是一套完整的价

值观念体系，可以为人们振奋精神，提供道德标准和精神

慰藉，并且带来无限的希望。而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亦即

福克纳成年的时候，这一文化却被很多人认为是陈腐僵化、

压抑人性，糟糕不堪。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有一套极为鲜明的价值观念，即

被认为是“人”的存在物与被视为是“动物”的存在物之间

根本的二分法。这种道德上的二分法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们

看待世界的最根深蒂固的指导原则。人高高凌驾于动物之

上，因而像教育、优雅、礼仪、艺术、宗教和忠诚等教化

而来的情感都属于“人”或“文明”的范畴。相反的，“动物”

或“不文明”则指向那些反复威胁自制的本能和激情，需加

以压制，使其处于最严格的掌控之下。这种道德二分法导

致人们以二分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以僵硬的非此即彼、非

黑即白的态度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鲜明对立的区分。他

们认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是不可通融的、有着不得

逾越的壁垒；种族也被划分为黑和白。在性别方面也存在

牢固清晰的界限：女性被认为是天生就带有情绪化和消极

情绪的性质，而男性则天生拥有理性和积极情绪。这些价

值观牢牢地根植于南方人们的内心，并在战后重建时期，

影响着南方人的言行和思想。他们在贫困和混乱之中，渴

望恢复南方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地位，以期与战胜

的北方抗衡。维多利亚主义对于南方受过教育和对上流社

会生活方式有无限向往的人们而言，代表着优雅的态度以

及人们都渴望遵守的标准。因此，对于属于南方中产阶级

的福克纳家族来说，在设法恢复了经济基础之后，为了巩

固自己的美好声望，就开始采用严格的礼仪，甚至连其住

所也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来装修。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与南方当地的社会文化交互影

响，融为一体，并逐步适应当地的需要，其最核心部分就

是所谓的“贵族神话”。这种神话把南方设定为贵族制在美

国存留的最后家园，并与维多利亚时代对贵族的崇拜融合

在一起。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新南方的推动者和企业家

们认为自己有责任继承内战前南方种植园主的传统，并据

此向世人和社会证明，他们的贪财和唯利是图是正当的行

为，是为了确保这个神话的延续，保证他们的南方人身份。

在进入二十世纪之交，南方人的身份认同已然形成，他们

仍能从南方式贵族社会的形象中寻求慰藉。因此，代表南

方贵族社会形象的南方绅士、南方淑女的概念普遍流行。

尤其南方淑女，她们是道德清白和无私的典范，其主要关

心的精神维护性纯洁这一原则。可以说，在美国南方，贵

族理想具体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精髓，并在福克纳

成长的岁月里支配了大部分南方人的想象力。 

福克纳在其名作《喧哗与骚动》中就将维多利亚时代

的文化对南方人的桎梏、尤其对女性和黑人的压迫表现的

淋漓尽致。四位叙述者的核心人物凯蒂是南方淑女的典型

代表，更是福克纳塑造的人物中最浓墨重笔的一位女性人

物之一，她的悲剧命运折射出当时南方很多女性处境的悲

惨。在维多利亚文化二分法的影响之下，她们通常被认为

劣于男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一旦有所反抗即被打

上“荡妇”的标签。南方的妇道观和贞洁观也是维多利亚主

义压迫、控制、桎梏女性，甚至男性的重要观念。小说这

昆丁即是此观念的坚决拥护者，最终也因为无法接受妹妹

凯蒂的失贞（其实就是南方衰败的象征）的现实而自杀身

亡。正如肖明翰所指出的，南方“……保守的向后看的历

史意识，沉重的悲剧感，清教意识和进行道德探索的无比

兴趣，在种族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对艺术手法的极度重

视，……所有这些成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南方文学的基

本特色，这也正是福克纳小说的基本特色。[4]” 

2.2．现代主义文化 

现代主义文化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当

时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维多

利亚时代的氛围压抑，违反了真实的人性。于是，他们开

始寻求新的体验形式。他们中产生出一些著名的象征派诗

人和印象派画家，而这两类人都对福克纳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象征派和印象派运动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实证主义

的稳定和看似客观的世界，开始探索那些更为模糊和更难

预测的人类认知和意识活动领域。这两派运动的倡导人认

为个人有义务放松约束，向世界开放自我，完善个人经历



295 彭霞媚：福克纳的现代主义之路  

 

和体验的能力，而这些正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张格格不

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概念。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现代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

主义者决意扩大意识的范围，并把体验的各种截然不同的

要素融合在一起，最终纳入全新和独创的“统一体”之中。

此主张的根本目的就是将被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二分法

撕裂的所有事物重新黏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人与动物、

文明与野蛮的世界不再是分割、断裂的状态，而是重新整

合，有了新的交汇点。在意识形态方面，现代主义也坚决

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奉行的虚伪的存在观念进行斗

争。借用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的观点，

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早期的反叛时期，强调的是打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坚持

不懈创造和细心建构的那些“体系”、“类型”和“绝对性”；

第二个阶段标志是“各部分的重构和碎片化概念的重新关

联”；第三个阶段的特征则是“对以前被认为永远相互排斥

的事物进行澄清、混杂和融合”。他因此断言，“在现代主

义模式中，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事物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分

崩离析’，毋宁说是‘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来说，现代

主义的真正特征和成果“不是分裂解体，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是超级整合[5]”。现代主义者最孜孜不倦地追求整合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性的释放和重建。如果说维多利亚时

代的文化注重的是人性的压抑，控制，鼓励理性和灵性，

那么现代主义时代的文化则更倾向于将人的本能和激情

统一在一起。因此，现代主义者强调“真实”，要求人们尽

可能地融合心灵的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使呈现在公众面前

的自我更接近“真正的”自我。这个标准是比维多利亚文化

所倡导的“真诚”准则更难达到，因为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

人们努力直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力图规避的那种强烈

的自我认知。这也是为何现代主义者的小说青睐意识流的

技巧，为的是捕捉到潜意识中的、生机勃勃且真实的自我，

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中规中矩、稳定持重的自我。

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更多的是力图

躲在幻觉和斯文之下保护自己，而现代主义者则勇于直面

丑陋、肮脏、自私、贪婪、贫困、恐怖等消极方面，因此

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在其中找到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和经验

教训。 

南方在内战后陷入猖獗泛滥的种族主义泥沼之中，伴

随而来的便是横扫南方人自尊心的悲剧性贫困，而这种状

况，在现代主义的福克纳看来，完全是内战前种植园主传

承给后来的数代南方人的不真实且充满神话色彩的认同

模式造成的恶果。因此，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他呕心

沥血，大力批判这个虚构的贵族神话，并试图寻求一种新

型的、理想化的南方认同取而代之。这种探求反映在福克

纳的作品中，便是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这些人物把传

统南方社会致力分隔的文化、种族和性别一起融入了他们

的自我之中。他们因不遵循南方社会的规矩和禁忌而付出

惨重的代价，因此而承受巨大的苦难，正如同现代人信仰

的基督和救赎的典范，从而具有指引性的力量，为南方的

未来带来了美好的希望和前景。由此可见，现代主义在福

克纳的作品中还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的。 

出生于美国内战、工业革命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变革

冲突的时代，新旧文化交替更迭对福克纳不可避免地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意识充满矛盾，具有两面性。

实际上，终其一生，福克纳都在努力调和这两种文化及由

此而带来的两个不同自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出生于

南方的一个大家族，是乡绅的后代，难免会受到家庭和社

会所灌输给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习俗，因此这个自我

迫切要求一致和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他通

过阅读和观察所获取的教育有使他产生叛逆与反抗的思

想意识，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自我。这两个自

我相互争斗、相互影响，就像丹尼尔·辛格所声称的，“可

能存在着两个威廉·福克纳[5]”。也就是说，福克纳一方面

是老派乡绅的自我（即维多利亚式的），另一方面又是一

个当代的（即现代主义的）自我。这两个自我做了一辈子

的斗争，但两者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在他的作品中，我

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文化或者说是两个自我的冲突。也许，

这也正是福克纳要表现的“人类内心的冲突”，而这也是他

及其作品至今仍有无穷魅力的重要原因。福克纳本人也曾

评论说，“我认为一个作家是分裂人格的完美例证。做作

家时他是一回事；做世界居民时他又是另外一回事[6]”。

这无疑也是对他自己人生经历的精确总结。 

纵览福克纳的一生，可以发现他都在努力维持这两个

自我之间的平衡，并时时做着各种调整和改变，用以符合

他作为作家和作为南方乡绅的双重身份。“尽管在理智上

他对南方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清教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

度并从艺术上给予谴责，但他在作品中也强烈地流露出对

南方的那种近乎非理性的热爱和对旧南方深深的怀恋之

情……[4]”。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两个自我都没有取得

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的现代主

义自我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但是，每每他现代主义自我

变得过于压倒性，维多利亚时代的自我就会及时显现，对

另一个自我进行压制或阻挠。这个时期的福克纳，他自身

互相冲突、互相制衡的两个自我暂时处于和解和休战的状

态，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出于种种原因，福克

纳将自我的中心转移到了传统主义，即维多利亚时代的自

我，这也表明了他写作主题的一个倾斜，以及写作数量的

递减。 

3．外界的影响 

1913到1914期间，在福克纳最无聊、孤独的日子里，

一位耶鲁大学生，也是对福克纳日后创作有重大影响的

一位伙伴菲利普·艾弗里·斯通（Phillip Avery Stone）出

现在他的生活里。斯通也是镇上的名门望族的后代，是

耶鲁大学的学生并在两人的交往中承担起文学导师的

角色。他借给福克纳大量书籍，鼓励他创作诗歌，并把

自己接受的耶鲁教育的精髓转传给他。在与斯通的长期

交流探讨中，福克纳受益匪浅，尤其重要的是，斯通将

福克纳引入了现代主义文学之路，向他全面提供了有关

现代主义文化的入门知识。他因此而阅读了大量的法国

的象征派诗歌还有现代派诗人如T.S. 艾略特、庞德和康

拉德·艾肯等人的作品。此外，在斯通的引荐下，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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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还一些发表了许多现代派作家作品的杂志，包括《诗

歌》（Poetry）、《小评论》（Little Review），《自我

主义者》（Egoist）和《拨号》（Dial）等。这些书籍

和杂志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接触到当时先锋作家

的现代主义作品，比如英国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艾略特的《普洛弗洛克的情歌》等。虽然他很欣赏乔伊

斯的小说，并在创作中受其影响，采用现代派手法，但

是，他并不喜欢现代派诗人，而更青睐19世纪浪漫派的

诗歌作品，如济慈的《夜莺颂》、《古希腊瓮》等。这

也说明福克纳是个矛盾的混合体，具有两面性：既向往

现代主义的趋势，又倾慕维多利亚时期的优雅。正如明

特所指出的，他所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既不来自密西

西比的生活，也不出自英国诗歌，既非起源于实实在在

的土地，也非萌发于想象中的天堂，而是两者矛盾冲突

的产物[7]”。从1914年到1918年期间，斯通的确给予了

福克纳所急需指导和帮助，使其接受了比较完整且系统

的文学及理论知识，对南方的历史、政治背景以及他所

搜集的大量的观察资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对于充

实福克纳所熟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为日后的文学

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对福克纳人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位人

物出现，那就是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也就是《俄亥俄州的温斯堡》（又译作《小城畸人》，

Winesburg, Ohio）的作者。福克纳读过他的这部作品，

还读过《鸡蛋的胜利》等短篇小说，尤其喜欢《我是个

傻瓜》。安德森是个温厚的长者，对年轻人很少友好，

并尽心提携。安德森当时的名气正是如日中天，但是对

无名小卒福克纳一见如故。在交谈中，安德森立刻就辨

识出福克纳的文学天赋，并对他显示特殊的兴趣和关爱。

他劝说福克纳放弃诗歌创作而改写小说，并引领后者交

流小说写作的技艺，拜会当时的文学界的名流，将其引

入文艺圈。尤其重要的是，安德森；加速并进一步确定

了福克纳心中业已存在的倾向——要在文学中用美国

本土的语言和主题写作。安德森本人就是此主张的倡导

者和执行者，他之前在写作中也坚决拒绝效仿欧洲的写

作模式和风格，认为应该放弃不自然的措辞和矫揉造作

的写作方式，而应该使用日常自然的语言，用直接简洁

的方式叙述真实人的故事。在安德森的引导和劝解下，

福克纳更加确信南方不仅属于新近获得解放的美国文

学，还为作家提供无法估量的创作素材。在此之前，作

为南方人的福克纳还在为自己狭隘的和地区的评价所

苦恼、困扰，如今，安德森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深信

现代美国小说应该且必须植根于具体的地方性之中。对

此，福克纳在后来又重申安德森的话：“只是你要记住

它，并且不以它为耻。因为开始之地和其他任何地方一

样重要[8]”安德森还建议福克纳去写作自己所熟悉的那

块土地，“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开始的起点，然后

你就可以开始学着写……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

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你的事业的密西西比州那一小

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出来；

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7]”。这正是身处南

方无名荒蛮之地的福克纳所渴望听到并以此为金科玉

律的最好建议。此外，对于现代主义作家，安德森也为

福克纳打开了阅读和理解之窗，更加提升了在后者心目

中的地位。黑人对安德森的吸引力同样传染给了福克纳，

认为“黑人具有什么品性——对人内心深处的生活具有

直觉的敏感性和能够本能地看透人性[9]”。这种黑人观

对于福克纳日后的创作，尤其是黑人人物的塑造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安德森是福克纳文学创作生涯中

第二个重要影响人物，而且其作用要远比之前斯通大得

多。 

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物的熏陶，福克纳在其文学道路

上从一个没怎么受过系统教育的乡村青年慢慢蜕变成

为一个受到南方传统以及现代主义潮流影响的文学界

巨擘。他们对于福克纳进行文学创作、将自己家乡“那

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作为其传世名作的背景都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 

4．结论 

总而言之，对于出生于世纪之交、经历了第一次世界

大战，并受到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和现代主义潮流双重影响

的福克纳而言，其创作难免会带有时代的烙印。从文学角

度来说，福克纳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来自于南

方文学传统以及一战后迸发的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

作为一位生长于南方，对南方有深厚感情的作家，福克纳

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南方特点，并深刻反映了南方在内战和

一战后的价值体系的变化以及南方人因此而产生的悲观

情绪和荒原意识。以自己家乡“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为创作

背景，福克纳构建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充满着浓郁

的历史保守感和现代悲剧意识，其作品中也带有独特的美

学价值。正如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所指出的，

“我们明显地看出福克纳的作品里有自觉与控制有素的美

学素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特殊使命，将南方的家族史表

现为人类堕落与腐败的现代史诗，福克纳毫不动摇[10]”。

“在福克纳看来，战后的南方人只有立足现在，解决南方

社会现实问题，才能拥有未来[11]”。第二，来自于现代主

义流派以及经典作家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尤利

西斯》的影响。现代主义流派中的法国象征主义以及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福克纳又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在他

的早期创作的诗歌及后来的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

这些现代派的痕迹。艾略特的诗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以及

典故，造就了其诗歌晦涩难懂的文风，也表明了现代人类

的颓废、消极情绪。这些对于福克纳的小说的语言特色和

创作主题有重大意义。乔伊斯的作品，尤其以《尤利西斯》

为甚，多使用现代主义的文体风格，包括意识流等写作手

法。而这些我们都可以清晰地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发现。当

然，在这些流派和运动影响的背后，是福克纳对于美国南

方，广而言之，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的忧虑和关心，

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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