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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薇拉·凯瑟及其创作
朱炯强
（浙江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 ’$""%(）
［摘

要］薇拉·凯瑟（)*++, -,./01 $(2’—$&32）是 !" 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女作家，著名评论家

麦·盖斯马尔曾称她为“物质文明过程中的精神美的捍卫者”。凯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文学、美学的
角度，还是从深入了解美国的这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中多元化文化的形成，以及由此涉及到的物质世界
开拓过程中对精神领域的影响、冲击和呈现的裂变方面，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的。凯瑟去世以
后，
她的作品越来越受到西方评论界的重视，许多评论家把她与亨利·詹姆斯、海明威、福克纳等美国最
杰出的小说家相提并论，甚至把她推崇为“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一名女作家”。凯瑟的小说主题思想
深刻，生活气息浓厚，题材广泛，归纳起来可分四类：描写美国中西部边疆地区开拓者现实生活的小说、
反映艺术家生活的小说、追忆童年生活的小说和取材于大草原的传说的作品。
［关键词］小说；美国；物质文明；拓荒者；艺术家生活；大草原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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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凯瑟（)*++, -,./01 $(2’—$&32）是 !" 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她以饱蘸深情的笔
触和优美的抒情手法，从各个侧面描写 $& 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开拓者顽强的创业精神和坚韧不拔的
刚毅性格，歌颂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心灵，因此，她被著名评论家麦·盖斯马尔誉为“物质文明过
程中的精神美的捍卫者”。早在 $&’" 年，当美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在瑞典
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授奖仪式上致答词时，就热情推崇了凯瑟的创作成就。确实，凯瑟的文学创作无
论是从文学、美学的角度，还是从深入了解美国的这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中多元化文化的形成，以
及由此涉及到物质世界开拓过程中对精神领域的影响、冲击和呈现的裂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和探索的。可能正是这一原因，凯瑟去世以后，她的作品越来越受到西方评论界的重视，声誉越来
越高。许多评论家把她与亨利·詹姆斯、海明威、福克纳等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相提并论，甚至把她
推崇为“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一名女作家”。

一
$(2’ 年 $! 月 2 日，薇拉·凯瑟诞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 岁那年，薇拉
随父母迁居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这里，从世界各地涌来的移民———主要是日耳曼人、斯堪的纳
维亚人、斯拉夫人和波希米亚人———正在奋力创造新的历史。不同的民族来源，不同的传统风尚，
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宛如画家调色板上的缤纷色彩，在整个平原上萌发着生机，孕育
着未来，为今日美国的繁荣洒下了泪水、血汗，乃至献出生命。
薇拉从小置身在这些欧洲移民之中，了解他们思恋故土的乡愁和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以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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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土地的深情和眷恋；目睹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繁衍生息和与大自然搏斗时的勇敢无畏，也看到了
物质文明的创造和积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所起的变化，以及对传统道德、精神文明的冲击。这一
切，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和难忘的印象，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薇拉·凯瑟的文学才华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她的家庭。她的家庭有着极好的文化素养，!" 世
纪英美文学的经典著作、莎士比亚的戏剧、
《圣经》故事和希腊罗马的神话是她在家庭中获得的主要
精神食粮，并自幼陶冶着凯瑟的文学情操。凯瑟不满 !# 岁就跟威廉·达克（ $%&&%’( )*+,-.，一位学
识渊博、慈祥可亲的英国学者，当时已经退休）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邻居查尔斯·威纳（ /0’.&-1
$%-2-.）向她教授法语和德语，并把她带进法国文学的广阔天地；通过另一位邻居詹姆斯·迈因纳夫
人（3.1 4 5’(-1 3%2-.，一位曾经名噪一时的音乐家和钢琴家），薇拉又通晓了各种歌剧的主题歌和咏
叹调，打开了通向另一个艺术世界的大门。特别是踏上社会以后，她耳闻目睹了许多艺术家的辛酸
经历和悲惨身世，积聚了许多催人泪下的创作素材。
!6"# 年，
!7 岁的薇拉·凯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内布拉斯加大学。在校期间（一年预科，四年本
科），她孜孜不倦于对知识的追求，投身在竞争的激流之中，努力开拓学业上的新天地。据她的同窗
好友玛丽·盖尔（3’.%-& 8-.-）回忆，当时的薇拉十分自信，从生活中的发型、服饰到学业上如何讲授
莎士比亚，她都有自己的看法，做起事来也是镇静自如，很有主见。!6"# 年 9 月 ! 日，
《 内布拉斯加
州报》发表了薇拉在英语课中写的《论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论文。这篇文章是她的导师送去
报社的。它的偶然发表对事先毫不知情的薇拉·凯瑟来说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也决定了她的
文学生涯。她来内布拉斯加大学求学，原想学理科，进而攻医学。在看到自己的文字铅印上报时，
她改变了初衷，决定从事写作，把它作为今后的拼搏目标。于是，她开始把自己创作的小说、诗歌和
散文投寄《西方人》、
《红树林》等大学生文学报刊。!6": 年，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彼得》问世，诗篇
《莎士比亚》也是在这一年发表的，由此，她一跃而成为《西方人》的编辑部成员。
!6"9 年是一个恐怖的年头，经济萧条笼罩全国：城市里银行倒闭，工厂破产，工人大量失业；乡
村中干旱成灾，收成无着，牲畜大批死亡。薇拉家也在劫难逃。薇拉有六个弟妹，尽管大弟以教书
帮助家计，父亲还是无力偿付日常生活的账单。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薇拉接受了州报约她定期撰
稿的邀请，同年秋天开始为它撰写星期日专栏稿和戏剧评论。从那时起，她在继续上课和参加校内
各种活动的同时，兴趣的中心逐渐从校园宁静的象牙之塔转到了喧嚣的十字街头，并特别留意当地
戏剧舞台动态。以后的几年中，她以惊人的速度，平均每年写出二十五万字以上的文章。至此，一
个在校攻读的大学生，终于表露了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才能来观察世界、反映生活的志向。
!6"; 年，薇拉大学毕业，谋求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教书的职位没有成功。次年 < 月，经盖尔介绍
去匹兹堡就任刚改组的《家庭月刊》编辑。改组后的《家庭月刊》仍属草创，投稿者寥寥无几，薇拉不
得不自己写了第一期的一半文章，用各种笔名凑足版面。在杂志社，她还要审阅稿件，校对，给作者
回信，计划下一期的内容，有时还得亲自下排字房。与此同时，她还继续向《内布拉斯加州报》定期
寄发每周剧评。薇拉在匹兹堡的朋友、自由撰稿人乔治·西比尔（ 8-=.>- ?-%@-&）在 !"A" 年发表的一
篇文章中［!］
回顾了与这位《家庭月刊》编辑首次见面的印象：她“看上去不过十八岁，长得
（ B4 !";），
很丰满，脸颊上跳动着一对酒窝。她有一双充满幻想的眼睛和一个敏捷的头脑”。这次邂逅，
“定下
了薇拉每周一两次来我家阅读法国文学作品的协议。我们当时读了大量的作品。”
“ 从饱含泪水的
缪塞和魏伦到身披盔甲的雨果和高梯耶……但我们最艰巨的探险却是去攻克福楼拜的《萨郎波》。
”
法国文学成了薇拉爱不释手的“万花筒”，福楼拜的作品成了她的主要兴趣所在。实际上，她当时的
文风就是师承了这位严酷的文学大师的。
!6"7 年夏，薇拉结束了在《家庭月刊》的工作，应邀担任匹兹堡《领袖报》的编辑，在编写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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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对它的补偿只是听音乐、看戏和会见客人，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 !"## 年春天她辞去《领袖报》
的工作为止。
$# 世纪一开头就给薇拉带来了吉兆。《四海为家》杂志的一月号上发表了她的小说《埃立克·
赫曼森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像《新英格兰》、
《星期六晚邮报》和匹兹堡的一家新杂志《文库》都为
她敞开了大门，接二连三地刊载她的作品。林肯城和匹兹堡的其他刊物也竞相发表她的新作。但
从生计上讲，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总是不稳定的职业，因此，!"#! 年 % 月，她欣然受聘于匹兹堡的一
所高级中学，讲授拉丁文。!"#% 年，她转而在另一所学校的美国文学系执教。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在 !"#$ 年首次去国外旅行写了一些散文和书简外，薇拉全力以赴地投身
于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她的第一部诗集《四月黄昏》
（ !"#$% &’$%$()* ）发表于 !"#% 年，第一部短篇小
说集《轮唱花园》
（ &)+ &#,%% -.#/+0 ）发表于 !"#& 年。她的作品引起了当时的出版巨头麦克卢尔（ ’ (
’ ( )*+,-./）的注意。他俩在匹兹堡和纽约几次会面后，薇拉接受了麦克卢尔请她在《麦克卢尔杂
志》担任编辑的建议，并于 !"#0 年 0 月前往纽约担任新职。
不久，薇拉结识了著名女作家萨拉·奥恩·朱维特（ ’1.12 3.4/ 5/6/77）。朱维特擅长于描写新英
格兰地区的乡镇生活，笔触细腻含蓄，情真意切，是当时公认的第一流“乡土文学”作家，深受凯瑟敬
佩。后者的友谊和忠告对薇拉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朱维特劝她要“忠实地、质朴地”用自己的语
言风格、自己熟悉的题材来施展才华。朱维特在 !"#8 年 !$ 月写的一封信中告诫她说，既要超负荷
地卖力工作，又要发挥创作天赋，那是很难两全的；
“假如不珍惜和施展你的才华，假如没有足够的
时间和安宁的心境从事创作，你将写不出比你五年前写得更美好的作品……你必须找到你自己宁
静的生活中心，并从此出发，写出包括城市、乡村，包括整个波希米亚的，面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
作品。简言之，你应该进入人的心灵。
”
薇拉笔下的中西部
［$］
（ 99( $:0 ; $:<）正因为奉行了这些忠告，
情景与人物才收到了情真意切、扣人心弦的效果。
!"#" 年和 !"!! 年，薇拉两次前往英国，有机会接触了伦敦的文学界，并会见了威尔斯（ =( >(
?/,,@）、叶芝（A/17@）、葛雷戈里夫人（).@ ( >./BC.D）等许多文学巨匠。在国内，她也作了多次旅行，
到波士顿、匹兹堡访友，回红云地老家探亲。在工作和旅行的间隙，薇拉设法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
说《亚历山大桥》
（ !%+1.0/+# ’2 3#$/(+ ）。此后，薇拉请了一次长假，和挚友伊莎贝拉·麦克隆一起在纽
约樱桃谷租了一幢房子，在这个“宁静的中心”，她于 !"!! 年底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波希米亚女
郎》
（ &)+ 3,)+4$.0 -$#% ）。至此，薇拉告别了编辑生涯，坚定地踏上了专业创作道路。
薇拉一生共发表了 !0 部中长篇小说，
&& 篇短篇小说，
$ 部诗集，
! 部散文集，还有其他有关论著
《啊，拓荒者！
》
（ 5 ，6$,0++#2 ！!"!% 年）、
《 云雀之歌》
（ &)+ 7,0( ,8 *)+
8 部。这 !0 部中长篇小说包括：
《我的安东尼亚》
（ ;< !0*,0$. ，!"!8 年）、
《一个迷途的女人》
（ ! 9,2* 9./< ，!"$% 年）、
9.#: ，!"!& 年）、
《教授的住房》
（ &)+ 6#,8+22,# ’2 =,>2+ ，!"$& 年）、
《死神来迎接大主教》
（ ?+.*) @,4+2 8,# *)+ !#A)B$2)," ，
《莎菲拉和女奴》
（ 7."")$#. .0/ *)+ 7%.C+ -$#% ，!":# 年）等，都是 !"!$ 年她从事专业创作以
!"$< 年）、
后的产物。
由于在文学上的非凡造诣和成就，
!"!< 年至 !"%! 年间，薇拉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
地位；内布拉斯加大学、密执安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克莱顿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利福
尼亚大学等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先后授予她文学博士等荣誉称号；同时，她还在 !"$$ 年荣获普利
策奖；
!"%# 年获豪威尔斯奖；!"%% 年获美国女作家奖；!":: 年任美国全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研究
员，并获该院颁发的金奖。
薇拉终身未婚，
晚年定居纽约，
杜门谢客，
潜心创作，
享年 <: 岁。
!":< 年 : 月 $: 日因脑溢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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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凯瑟经过长达 !" 年的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文学创作的观点和风格。
在从事编辑和教师工作期间，她基本上以写短篇小说为主，到 #$#! 年辞别编辑职务之前，共发表了
%% 篇短篇，占她一生所写的短篇小说的极大部分。#$#& 年以后，薇拉主要从事中长篇小说的创作。
她的早期作品与她后期的中长篇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前者往往为后者的主题、人物、事
件的背景和情节的发展提供了素材；它们是薇拉·凯瑟长篇小说的基础。如《彼得》就构成了 !& 年
后发表的《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一个片断；
《预言家》的情节就再现在《啊，拓荒者！》里，这种重复再现
的特征，被评论界称为薇拉·凯瑟式的“回顾”。这种“回顾”或“再现”，使她笔下的艺术世界格外深
广，并使读者产生一种特殊的联想、追忆和比较的艺术效果。
薇拉·凯瑟的小说主题深刻，风格独特，内容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她对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
平民百姓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以细腻的笔触，从各个侧面描写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从凡人俗事中挖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求生活的真谛。在手法上，她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将自己的爱憎喜怒渗透在
情节之中，融于意境之内。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真切动人、富有哲理。同时，她主张写“不带家具”的
小说，反对叠床架屋式的细节描写，因而作品结构匀称，节奏舒缓流畅，加上她文风简洁，抒情优美，
意境清新，能给人以深深的感染和启迪，频频扣动广大读者的心弦，收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薇拉·凯瑟的小说题材很广，归纳起来可分四类：
一类是描写美国中西部边疆地区开拓者的现实生活的。这类作品既是移民们在这片辽阔草原
上拓荒生活的一幅幅画卷，又是他们与大自然艰苦搏斗过程中顽强精神的一曲曲赞歌，真实地反映
了移民拓荒者在新旧文明冲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创造物质文明过程中给精神世界带来的巨
大冲击和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幸和悲剧。
最早描写移民创业生涯的短篇小说，是薇拉在 #’$( 年 ( 月离开内布拉斯加前发表的《彼得》、
《预言家》、
《从宽发落》和《分水岭上》。在这四篇小说中，她满怀同情地分别描述了一个波希米亚
人，一个丹麦人，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挪威人，刻画了移民们在新的严酷的环境中力图创建家园的
悲苦遭遇。这些移民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理想中的“乐园”，梦想做一番事业，但冷峻的现实和
新旧文明的冲突扑灭了他们希望的火花。他们有的自杀了，有的疯了，有的凄惨地死在牢狱之中。
如《从宽发落》中的主人公塞奇濒死时的描写即是如此，塞奇在酷刑之下渴得用舌尖去舔潮湿的石
板地，却仍把政府想像成慈爱的母亲，以为会得到最终的赦免。但是，这个“母亲”并不慈爱，系在他
项颈上的绳索越勒越紧，他失去了知觉，在恍惚中，他想像着“当早晨的太阳升起来时，大平原的景
色会是多么秀丽；向日葵在微风中摇曳，玉米叶和布满草上的蜘蛛网在阳光中闪闪烁烁；天空晴朗
湛蓝，鸟儿在歌唱，马驹在牧场上欢跑，那头黑公牛也该开始吼叫着要吃玉米了。”
［)］
（ *+ &!#）在这种
美好的想像中，他痛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波希米亚女郎》创作于 #$## 年，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薇拉第一次在作品中用怀旧的深情和赞
颂的笔触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内布拉斯加农场和红云地草原上的村落，把现实
主义的内容和浪漫主义的情感融成一体，加上浓郁的地方色彩，字里行间给人一种微妙的亲切感。
《辛格大厦的幕后故事》发表于 #$#! 年。这个故事和《亚历山大桥》很相似，可以看成是姐妹
篇。它通过几个人在船上的娓娓叙述，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物质文明背后的阴影。摩天大楼虽然壮
观，但它的砖砖瓦瓦都渗透着当地劳工和移民的斑斑血泪。正由于这篇作品的批判锋芒毕露，有位
评论家感叹道：
“假如我们可以凭一篇作品来判断一位作家，那么，薇拉·凯瑟凭《辛格大厦的幕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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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埃立克赫曼森的灵魂》、
《金国挽歌》、
《分水岭上》《
、理智的汤米》等篇，有的寄托了作者眷恋土
地的深情，有的揶揄了宗教伪善的一面，有的描述了东西方与新旧文明的冲突和人们在它面前的不
同态度和影响，但拓荒者的艰苦生涯和他们的心路历程则始终是贯穿这些作品最清晰的一条主线。
值得一提的是短篇小说《两位朋友》，这是作者第一次在作品中反映了美国的两党政治及其对平民
百姓所带来的后果———连朋友间的友情也莫名其妙地成了这种政治制度的牺牲品。
《一个迷途的女人》和《邻居罗西基》是薇拉后期这一类题材的代表作，分别发表于 !"#$ 年和
!"$% 年。《一个迷途的女人》是作者所孜孜追求的“不带家具”的一部小说，作者回避了巴尔扎克式
的冗长的客观环境的描写，把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浓缩在一个中篇小说的篇幅中。这部小说的主
人公福瑞斯太太年轻美丽，丈夫去世后，她经受不住物质生活的诱惑，与惟利是图的“新一代人”同
流合污，沦入歧途。作者用这个故事写照了拓荒时代后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与大自然搏斗中，在
创造和积累物质文明的同时，原本闪闪发光的拓荒精神却变得暗淡了，甚至消失了。因此，如果说
《啊，拓荒者！
》是拓荒时代的一首赞歌，那么，
《 一个迷途的女人》则无疑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曲挽
歌。它艺术地表达了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美国社会越来越物质化、金钱化的不满和哀怨。
“ 像我们这样浮躁不安，像我们这样急功近
!"#& 年 !# 月 #! 日，薇拉深有感触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利，像我们这样苦苦钻营，是无法造就美的境界的。
”然而，
《邻居罗西基》的问世，体现了在薇拉的心
灵上，那些拓荒者善良、朴素、勤劳、热爱人生、眷恋土地的宝贵品质仍然在熠熠发光。老农罗西基
这一艺术形象之所以感动人，让人亲切、难忘，就因为他集中地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最本质的品德。
应该说，这部小说是凯瑟创作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研究凯瑟创作思想的一个重要篇目。
薇拉·凯瑟小说的另一类主题是反映艺术家生活的。薇拉童年时没有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她
的文化素养主要来自家庭和近邻，以及后来她结识的如莫德耶斯卡（ ’()*+,-.）! 这样著名的演员
和歌唱家。这种特殊的教育和经历却熏陶了她在艺术上的情趣，使她和音乐、歌剧结下了不解之
缘。童年时开始耳濡目染的艺术家的遭际，经过成年后生活经验的筛滤，抹去了复杂的表层，再经
过她的发掘和探索，展示了他们不为常人所理解的精神世界，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艺术
上的成就往往取决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此类作品中最早的是 !/"0 年发表的《神童》。《神童》是一篇詹姆斯风格的故事，内容精湛，寓
意深刻。作品描写了一个严酷的母亲怎样把自己的两个孩子训练成惟知音乐的畸形“神童”。这位
母亲自己的音乐生涯由于婚姻问题而断送，因此，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继续自
己未竟的事业，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结果孩子们在音乐上不同凡响，成了神童，身心却被摧
残了，这就是她付出的可怕代价。这个故事也表明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女人为艺术作出的牺牲总是
远远大于男人，她们为此在心灵上承受的创伤和悲痛有时是笔墨也难于形容和表达的。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雕塑家的葬礼》、
《歌星情史》、
《弗拉菲亚和她的艺术家们》、
《 甘心吃苦
的缪斯》、
《花园小屋》等，都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描写了各类艺术家辛酸的生活。他们有的早年
渴望成名，也曾名噪一时，但岁月流逝，事过境迁，不是在凄凉中死去，就是在哀思中了却残生；有的
才华初露，但被战争夺去了生命。艰难的时世使他们壮志难酬，凄苦不堪，构成了这类小说的基调。
而薇拉去世后发表的中篇小说《人老珠黄》，可算得上是这类小说的高度浓缩了。年轻时艳惊舞台，
艺压群芳，人人仰慕的朗斯特利夫人，一旦人老珠黄，就形单影只，无人过问，最终在凄苦中溘然而
逝。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勾勒出了这类艺术家的辛酸命运。!"%0 年写作的《同名人》和《画像》，
则都以画家为中心人物，以巴黎为背景。这两篇小说实际上表达了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感情，一种
波兰籍美国女演员，一生扮演过二百六十多个莎士比亚戏剧和现代戏剧角色，尤以悲剧角色朱丽叶和戏剧角
! 莫德耶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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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在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某种真理”的感情，一种“与巨大力量相一致”的感情。
《在海鸥飞翔的路上》是薇拉 !"#$ 年写的惟一的小说。这篇小说赢得了朱维特的高度赞扬。
她在信中写道：
“我是沉浸在深深的幸福和赏识之中读完这篇小说的”，
“ 它使我感到与作者年轻可
爱的心贴在一起了。你用毫不吝啬的笔触刻画了那个做妻子的充满柔情的心和她的那个丈夫。
”对
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朱维特写下了这样的感叹：
“啊，多么贴切，多么细腻，感情多么真实！使人感
到海上的阵阵凉风也在字里行间吹拂着。
”
这类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孤立的，不
［%］
（ &&’ %() * %(+）当然，
是为写艺术家而写艺术家。在这些作品中，大部分背景、氛围乃至基调，都与中西部边疆的开拓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水乳交融般地融合在一起。这是薇拉笔下所描写的艺术家生活所独
有的特色。
薇拉·凯瑟的第三类作品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如《世风》和《福岛宝藏》。童年生活的回忆是她
最宝贵的一块创作领地，由于是亲身经历，作者写得十分亲切动人。如《福岛宝藏》一开始就是一大
段渲染环境的描述，这原是一条浑浊不堪的内布拉斯加的小河，河中的沙洲是孩子们常来嬉戏的场
所。凭借童心的想像力，荒无人迹的沙滩成了孩子们纵情欢娱、流连忘返和憧憬未来的场所，河柳
变得郁郁葱葱，荒滩成了人间乐园。难怪孩子们长大成人，旧地重游时，爱情的萌芽也随之催发了。
《世风》这篇小说从标题到内容都富有寓意，实际上是人世间的一个缩影，发人深思。
属于这类作品的另一部分题材，是薇拉所写的儿童故事或童话。据薇拉的小妹妹回忆，
《 巴拉
黛娜公主历险记》、
《狼狗的阴谋》、
《白色金字塔的传奇》和《宝儿杰克》等，都是作者少年时给弟妹和
邻居们编讲的故事。这些故事经她后来的艺术加工，成了非常优秀的童话小说。其中《巴拉黛娜公
主历险记》和《白色金字塔的传奇》立意新颖，诙谐风趣，自成一格，历来受人推崇。
薇拉的最后一类作品取材于大草原的传说。作者将这些零散的传说进行了精心的构思和改
编，写成传奇性的故事，如《神峰》、
《车站疑案》、
《格林威大院之夜》等都属于这一类。其中《神峰》无
疑是她文学创作中的一座高峰，不仅内容新奇，引人入胜，而且文笔优美，流畅自如，充分体现了作
者的抒情风格。虽然其中个别作品看上去似乎有些关于鬼魂之类的超现实的描写，但这只是抹上
了一种来自异域的传奇色彩而已，主题还是在于反映现实。
此外，薇拉还撰写了玛丽·贝克·艾娣! 的传记，协助麦克卢尔整理和完成了《我的自传》。同
时，由于职务上的原因，她也用各种笔名发表了相当多数量的短篇小说，如《阿伦·普尔的私奔》、
《窃
贼的圣诞节》，等等。

三
在薇拉·凯瑟的长篇小说中，
!"!, 发表的《啊，拓荒者！》是美国中西部边疆开拓史的高度浓缩，
是薇拉最有特色的一部代表作。《啊，拓荒者！
》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会不断重复的故事，古老又年
轻，平凡却扣人心弦。它描写的是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生命中一段最为重要的奋斗经历：幼年随家
人移居内布拉斯加州，从 !% 岁开始就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在父亲病逝、家境败落的困境下，亚历
山德拉含辛茹苦，挑起了家业的重担，终于凭着过人的智慧与执著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她在“颗
粒无收”的荒年中，还抚养三个弟弟成人。但是，当家业初具规模、顺利繁荣起来时，亚历山德拉的
两个弟弟却变得自私、冷酷，与她争夺家产，她的情感追求也因为他们的利欲熏心而倍受阻挠。当
她好不容易把最为欣赏与心爱的小弟弟埃米尔培养成材，学业有成时，却又得承受埃米尔为情而死
的痛苦。在所有的自然与人为的打击下，亚历山德拉还是保持住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心，表现得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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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贝克·艾娣：美国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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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勇敢、自信，而这正是来自于作者对土地与自然的眷恋与热爱，同时也来自于作者宽广、豁达、乐
于助人、与人为善的人生态度和潜在的宗教信仰。故事本身虽然简单朴素，但语言流畅、明快，不仅
让读者在视觉上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蓝天白云下挥汗耕作的芸芸众生，也让读者在听觉上感
受到大草原上的风吼、马嘶和拓荒者的呻吟、呼喊。然而，凯瑟的文字魅力还不止于此，而是要深入
到人物的心灵深处，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他们喜怒哀乐的精神世界。
薇拉·凯瑟是置身在拓荒者的社会中成长的，但由于她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经历异于常
人，使她的思维、认识和判断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对周边发生的一切，包括人与
事，能够比常人做出更清楚、更理智、更透彻的审视和思考。她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表达人类精神
和自然欲望，反映人们在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过程中，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与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种种关系和变化，有比较、也有褒贬地表现了人性中最具本质意义的内
涵，参与了精神世界的改造。
《啊，拓荒者！
》的主题清晰，情节发展的主线单一。但是，围绕主线脉络而展开的各种关系!!
特别是人物与土地、人物与人物以及人物自身与内心之间的关系和变化，则为整部小说抹上了复调
色彩，强化了层次感，使这部带着女性特色的文体和风格的小说既深刻，又含蓄，增添了它多姿多彩
的艺术美感。故事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情节，首先就是亚历山德拉与土地的沟通。开始时，延绵不
断、肥沃黝黑的处女地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野性，顽强地反抗着人类的“入侵”，让人们白费精力、
颗粒无收。可是，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同伴们百折不挠，默默地忍受着艰辛的折磨和考验，终于用汗
水把土地驯服，让它俯首于犁耙，奉献出丰硕的果实。这时，这片辽阔、倔强的土地让亚历山德拉感
受到了宁静、安详和镇定，感受到了它肃穆坚韧下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给了她心灵的慰藉，连草原上
的风吹和虫鸣都成了最优美的音乐之声。她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然而，这时的亚历山德拉又
面临新的挑战：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她逐渐认识到，人永远是匆匆过客，而土地是永恒长存的。因
此，
尽管她热爱土地，但却激励卡儿和埃米尔走出草原，去未知世界寻求新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
亚历山德拉的远见卓识，并正确处理了无垠的土地与新的文明的关系。这是发展中另一个值得注
意的情节。
《啊，拓荒者！
》对爱情的描写落笔不多，与其他一些作家相比，颇有点惜墨如金之感。然而，小
说中两对人物的爱情既反映了普通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也反映了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亚历山德拉与卡尔之间的爱情，理智主导着一切，亚历山德拉能在世俗偏见中始终保持对卡尔
的无限信赖，虽无浪漫却纯情。而她弟弟埃米尔与玛丽之间的爱情，由于情感超越了理智，成了人
性中的恶习———嫉妒的牺牲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卷首的诗。这首诗画龙点睛，既是主题的完美表达，又是全书的高度概括。
而它的抒情笔法更让人油然产生一种妙笔生花之感，兹录于此，作为结尾：
“草原之春 ! 暮色、平原，!
富饶、阴郁、宁静；! 连绵的新耕沃野，! 厚实黝黑，粗犷强悍；! 生长中的麦子和杂草，! 辛苦的马，疲倦
的人；! 漫长而空寂的路，! 落日的沉郁之火，消退于 ! 亘古、漠然的天空。 ! 这一切映衬出的青春，! 宛
如热烈怒放的野玫瑰，! 恰似云雀飞掠阡陌的欢唱，! 仿佛星星划过暮霭般闪烁；! 青春，有着她无限
的甜蜜，! 和她热烈的渴求，! 还有那殷切的期待，! 欢唱着，欢唱着，! 冲出了沉默的双唇，! 飞过了苍
茫的黄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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