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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是英国 18 世纪最杰出的小说
家之一，他的小说理论和小说艺术在 18 世纪欧洲文学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追溯国外菲尔丁研究，菲尔丁小说中的道德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和批评者
所争论的焦点；而自 20 世纪 20 年代菲尔丁被引介到中国至今，百年来国内
菲尔丁小说研究也经历浮沉。近年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围绕着菲
尔丁小说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成果。杜娟教授的新作《道
德假面与伦理建构：亨利·菲尔丁小说研究》）（以下简称《道德假面与伦
理建构》）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书是近年来伴随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
批评实践研究兴起所诞生的又一力作，
也是作者在 2010 年所出版专著
《亨利·菲
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基础上的又一次学术升华。
作为专攻菲尔丁研究的青年学者，杜娟教授多年来一直潜心致力于菲尔
丁小说伦理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成果。《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
基于对菲尔丁小说的细读，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菲尔丁小说进行了研
究。全书除引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主要以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
的经历》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1742）
（简称《约瑟夫·安德鲁斯》）、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1749）（简
称《汤姆·琼斯》）和《阿米莉娅》（Amelia, 1751）三部现实主义小说为研
究文本，分别从菲尔丁小说伦理的人性起点、文本脉络、思想建构、内在矛
盾等方面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菲尔丁在小说创作中所依据的伦理思考线索。
具体而言，该书以小说文本中人物的具体伦理境遇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讨
了菲尔丁小说中伦理体系的建构以及何为菲尔丁小说的核心价值等问题，并
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阐明了菲尔丁小说作品的伦理特性和体系内涵，旨在“对
作家的道德意识、伦理诉求以及承载其伦理思想的叙事艺术等问题做出详尽
论述”（《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6）1。纵览全书，可以发现新著视野开阔、
新见迭出。本文将围绕该著作中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所
展现的显著特征进行评述，探究《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对于推进菲尔丁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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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研究和文学伦理批评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文学伦理批评分析与文本细读紧密结合
在研究视角方面，《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突破了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
局限，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对菲尔丁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了重读，提出了研
究菲尔丁道德思想的新思路和解读菲尔丁文学经典作品的新视角。“文学伦
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的视角阅读、阐释、理解、分析和评价文学的一种理
论和方法”（聂珍钊 13）。它着重强调批评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提倡把自己
放置在文本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和伦理环境中，把文学作品的当代价值看成
是其历史价值的重新发现。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指导下，作者回到了历史
的伦理现场，进入菲尔丁文学当时所处的伦理语境中，站在 18 世纪英国社会
当时的伦理立场上对菲尔丁的三部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和阐释，试图寻找菲
尔丁小说中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其小说中导致社会
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不仅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
题等进行解释，还从历史的角度作出了道德评价。这种独特的解读视角不仅
重新阐释了文学经典的道德价值观，也为文学批评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用
新方法对过去已经定评的文学作品进行再批评，从中发现新的东西，得出新
的结论，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创新”（黄开红 118）。
杜娟教授不仅深刻理解了文学伦理批评视角的内涵，更能驾轻就熟地借
助该视角指导具体文本的批判性实践。这点从作者以文学伦理批评视角对菲
尔丁小说文本的细读可见一斑。文学研究离不开文本细读，通过文本细读有
助于研究者进行历史化的理解，从而避免冲动的道德评价。《道德假面与伦
理建构》紧扣《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和《阿米莉娅》这三
部现实主义小说，对菲尔丁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进行了细读，并在专
著中逐一进行了充分展现。在第一章中，《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围绕菲尔
丁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视角——“假面”（masquerade）——深入挖掘了菲尔
丁小说的伦理起点。第二章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线、伦理结、伦理
冲突等概念，通过文本细读阐述和厘清了菲尔丁小说伦理的文本脉络，并指
出菲尔丁小说伦理的文本脉络主要通过小说中的伦理线把伦理结串联起来，
组合成文本的完整结构。因此菲尔丁小说的伦理结构构成了菲尔丁小说伦理
的文本脉络。第三章探讨了菲尔丁小说伦理的思想建构。作者通过文本细读
论述了菲尔丁小说伦理中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念，指出他对忠贞、谨慎和仁慈
的理解；又从善的发生、保障与回报的角度反驳了批评家们所说的“菲尔丁
作品不考虑心理学”的错误认识。
此外，基于对三部小说的细读分析和论述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注重对
菲尔丁作品中蕴含的伦理及道德因素的分析，在历史而不是当下的语境中分
析菲尔丁作品及人物的伦理选择；另一方面，聚焦于菲尔丁小说与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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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德现象的关系，阐释了菲尔丁小说对现实社会的道德教化作用。这两个
方面都体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区别于传统文学批评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对菲
尔丁三部作品中不同角色的道德处境和伦理选择的深入分析，不仅使读者对
伦理环境、伦理选择等文学伦理学批评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更向读者展示
了菲尔丁经典作品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观照下所焕发的新意。
因此，《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系统性与对批
评实践的指导性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文本细读提供了
理论支撑和研究方法；对菲尔丁小说的文本细读则是对文学伦理批评理论术
语和话语体系的批评实践。理论观照与文本细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既体
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理论价值，又展现了其在文学批评实践方面极强
的适用性和实用性，为如何将理论与文本、方法与实践紧密结合起到了较好
的指导作用。
二、从个体道德体验研究到 18 世纪英国文化建构
在研究路径上，《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按照从一般到具体、从微观到
宏观的研究路径，通过考察菲尔丁对 18 世纪英国社会伦理现实和道德体系的
书写与重构，凸显了菲尔丁个人道德体验的个性化特征；与此同时，又阐明
了其个人道德体验与 18 世纪英国民族文化的同构关系。
一方面，该专著在论证过程中以时间为纵轴，从菲尔丁小说伦理的人性
起点、文本脉络、思想建构和内在矛盾四个层面，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的伦
理选择与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梳理了菲尔丁小
说的道德追问和伦理体系；四个层面层次明晰、逐层递进，从历时角度勾勒
出社会图景如何编织进入主人公的个体生命历程。作者在专著结语部分总结：
“菲尔丁这位现代小说之父也堪称是伦理学界的马丁·路德，他以艺术审美
推进伦理之辩的思想方式，深刻影响了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276），从而
凸显了菲尔丁小说道德的特征，并阐述了其小说艺术审美之维。除了研究菲
尔丁伦理思想的纵向历史变迁，《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还注重“以同时期
的欧洲伦理思想史作为参照，通过影响研究的方式，具体阐明菲尔丁伦理思
想的价值内涵与历史变迁”（6）。此外，作者还对菲尔丁小说相关的研究进
行了横向深入探究，总结了不同年代对菲尔丁道德主题研究的主流评论，指
出菲尔丁的道德主题经历了从早期的质疑、争议到逐渐得到认同与理解的漫
长转变过程。
另一方面，在考察菲尔丁创作的伦理表征和文化特性的同时，《道德假
面与伦理建构》还将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挖掘菲尔丁小说作品与其
他学者之间的互文性，剖析了 18 世纪同时代哲学家、伦理学家和作家等与菲
尔丁思想之间的影响、传承关系，阐明了菲尔丁小说伦理思想与 18 世纪英国
民族文化的同构关系。例如在结语部分，作者多处运用了对比研究，指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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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丁主要受到了当时风行的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谟等情感道德哲学家的
影响，认为情感才是善行的起源和基础；在价值标准和行为路线上，菲尔丁
小说伦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反映了其受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等影响而产
生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在人性论方面，菲尔丁又在对曼德维尔等人观点的
批判和若即若离中确立了自身的伦理学体系。同时作者也强调，菲尔丁并未
止步于对前代哲学家的继承式思考，而是形象展现道德实践领域内的问题，
对抽象的道德哲学作出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通过对菲尔丁与同时期作家作品对比的深入解读，作者揭示了菲尔丁个
体道德体验与 18 世纪英国主流人文思想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既在细微之处发
掘出了菲尔丁伦理思想阐释的独特性，又在整体层面上透视和论述了其伦理
思想的普适性，揭示了菲尔丁伦理思想如何参与 18 世纪英国文化的建构过程，
“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对‘真’的寻求；而且反映的正
是知识分子亲身参与并在思想层面参与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历史进
程”（15）。从个体道德体验研究到 18 世纪英国文化建构的研究路径不仅体
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更体现了作者稳健的学风和勤
于思辨的学术能力。
三、内向和外向视角的互补
在对菲尔丁相关文学作品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过程中，杜娟教授并
没有简单机械地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加以框定、图解，而是在聚焦菲尔
丁小说中的道德追问和伦理体系构建的同时，关注影响菲尔丁伦理体系构建
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从而有的放矢地将宏观视野与微观观照相结合，体现出
了作者明确的问题意识。
《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在梳理菲尔丁小说的道德追问和伦理体系的过
程中，以宗教为切入点，充分关注菲尔丁小说伦理建构的宗教问题，详细考
察了菲尔丁小说道德和伦理建构背后的社会、历史等外在因素影响，对“菲
尔丁基督教徒化”的研究状况做出某种程度的回应（10）。18 世纪的英国有
着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宗教文学往往都同道德哲学有密
切关系。这些背景和因素显然对菲尔丁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其中的伦理叙事
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将宗教问题含括在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建构之中。作者
通过考察 18 世纪英国的宗教思想和菲尔丁所信奉的英国国教等教义，对菲尔
丁小说中涉及的宗教原型、宗教情结、宗教追问等宗教特色进行了合理的阐
释，并分析了菲尔丁小说人物带有宗教宿命论的原因。厘清和辨析菲尔丁小
说复杂的宗教道德观念，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菲尔丁作品，并从整体上把握
其伦理价值体系。
在探索影响菲尔丁小说伦理体系构建的外部因素的同时，作者还采用内
向视角，构建了菲尔丁小说伦理的心理学体系。与一些批评家认为菲尔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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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一种不考虑心理学的假深刻的现实主义”（173）相反，在第三章中，
作者通过对菲尔丁小说的细读后指出，菲尔丁在探讨善的发生、保障及报偿
过程中强调的伦理问题让其小说伦理带上了心理学体系特征。首先，菲尔丁
认为人物自身的情感或理智需求在道德善举发生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论述善的保障时，菲尔丁的独特之处在于阐明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
辩证关系，体现出一种以情理相融为目标的人生和谐思想；最后，他更注重
人类的情感体验，认为回报美德的最好方式，就是满足人道德情感的价值回馈。
由此可见，菲尔丁小说伦理“恰恰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关注了人物内心
在道德中的重要作用，也因此具有了一种鲜明的心理学特征”（174）。
将宗教问题和心理因素作为了重要研究切入点，将向内和向外两个角度
相互补，共同剖析影响菲尔丁小说伦理构建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体现了该著
作区别于以往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创新之处，彰显了作者锐利深刻的思想
锋芒和严谨求实的创新精神。
四、叙事结构与伦理内涵的融合
伦理思想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伦理叙事结构的支撑。正如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如果一部作品有任何衔接如此连贯的东西，
那么就是它的道德观同时隐蔽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Eagleton 46）。作者
在梳理和分析菲尔丁小说伦理的思想建构过程的基础上，将菲尔丁小说伦理
思想内涵与小说的伦理叙事结构相融合，指出了菲尔丁小说伦理内涵指涉的
模糊性及其小说伦理正义达成的传奇性特点。
在第四章中，作者一方面探讨了同情、荣誉和自爱这三种伦理价值，剖
析了其伦理内涵指涉的模糊性；另一方面从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发现与突转、
“天意之手”的宿命安排和家庭罗曼司三个方面分析了菲尔丁创造的“散文
体喜剧史诗”（prosaic-comic-epic writing）中如何弥合其伦理思想中的价值
冲突，从而实现伦理传达的正义性。“散文体喜剧史诗”以其表现内容的宏
阔、人物形象的生动真实以及充满生活气息的现实主义品格，最终支撑起了
菲尔丁借助小说情节传达自己伦理思考的叙事意图。因此，“虽然传奇叙事
在菲尔丁的文体改革中未必完全成功，但它却担负起了伦理救赎的重要使命”
（243）。
由此可见，《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在对菲尔丁小说伦理叙事的剖析中
既关注了伦理内容的研究，又兼顾了叙事形式的考察，并没有偏废一方，或
顾此失彼。通过将菲尔丁小说伦理思想内涵与小说的伦理叙事结构分析相融
合，不仅体现了传奇性叙述的现实意义和伦理价值，还为如何将叙事特征分
析与伦理特性分析的进一步结合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综上所述，杜娟教授基于对菲尔丁经典作品的文本细读，以文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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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视角切入菲尔丁小说，总结了处于 18 世纪英国历史变革时期的菲尔丁
如何运用小说进行道德思考和伦理建构，深入分析了当时历史语境和伦理环
境中的伦理现实和道德状况，充分展现了菲尔丁小说艺术审美与伦理之辩的
完美结合。《道德假面与伦理建构》一书研究思路清晰明了，内容全面而又
不乏深度，语言简练，立意深刻，重点突出。作者从个案研究出发，结合文
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并融会贯通，援引了丰富详实的道德例证，使整个论述呈
现出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特点。作为杜娟教授长期以来对于菲尔丁小说的
道德追问和伦理体系梳理的成果，该书系统展示了菲尔丁小说伦理的艺术之
维，深入拓展了我国菲尔丁小说和英国文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同时也是文
学伦理批评视角下经典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分析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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