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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主义原则引导下袁叶首相曳描述巴里赛和格兰考拉夫妇为追求地位和权力不惜压抑自

己的天性尧牺牲他人利益袁结果人格扭曲尧失去自我袁揭露功利主义导致人们忽视人性尧造成道德和生存困境的事实袁指
出只有保持内心的自然情感尧拒绝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袁用真实善良的情感构建自我主体袁才能最后实现全社会的道德

重构遥
关键词院功利主义曰维多利亚社会曰道德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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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窑特罗洛普渊1815要1882冤是 19 世纪英

国维多利亚时期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袁他一生著作

颇丰袁享有野最多产尧最受欢迎袁也是最成功的作家冶
的美誉遥 [1]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袁情节

构思巧妙袁人物心理刻画栩栩如生袁真实展现了维

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在物欲横流尧个人利益至上的时

代潮流中经历的欲望和挣扎遥 本文分析小说叶首相曳
的男主人公巴里赛公爵和妻子格兰考拉奉行维多

利亚时期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袁以地位和权力为追

求目标袁经历了复杂的内心欲望和挣扎袁指出小说

揭露了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忽视人性尧造成道德

和生存困境的事实袁并进而显示特罗洛普在批判现

状的同时提出了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袁即保持内心

的自然情感袁拒绝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袁用情感构

建自我主体袁最后实现全社会的道德重构遥
一尧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功利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袁由英国哲

学家杰里米窑边沁首创袁 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思

潮遥 边沁继承了前人有关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袁认
为道德是在尘世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快乐袁并提出人

类的一切行为受控于野痛苦和快乐冶这两个至高无上

的统治者遥功利原则指的是野无论我们对任何一种行

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袁 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

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遥 冶[2]可见袁边沁的功利主

义原理有两个基本点院 最大幸福原理和自利选择原

理遥 前者指人们是否从事某种行为取决于该行为是

增进幸福还是减少幸福曰 后者认为袁 对于什么是幸

福尧什么是痛苦袁每个人是为自己做出判断的最佳人

选遥 由此可推断袁追求一己最大幸福袁是一切具有理

性思维人的目的曰 每个人都会全力追求和从事能给

自己带来最大幸福的活动袁 而不需要理会这个活动

会给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遥 边沁的功利主义有利

于鼓励世人摆脱封建神学思想对人性的束缚袁 积极

进取袁实现个人利益袁为社会创造财富遥但是袁它的局

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遥首先袁边沁的功利主义虽然关

怀人性袁但回避了人性的复杂性遥 弗洛伊德认为袁人
格由本我渊Id冤尧自我渊Ego冤和超我渊Superego冤三部分

组成遥本我追求满足生命欲望袁但处于潜意识中不易

察觉曰超我是自我要去追求的理想曰而自我则致力于

协调本我与超我的矛盾袁 以保证个体与外界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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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遥 当个体通过拼搏不断接近符合社会标准的超

我时袁会获得社会认可所带来的快乐曰但如果超我

和本我发生冲突袁而自我又无法调节时袁个体就会

产生焦虑和痛苦袁社会认可所带来的快乐也不会长

久遥 其次袁边沁的功利主义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袁认
为个人的利益是唯一值得全力追求的尧 现实的利

益袁而忽视了集体和他人的利益遥 这就会导致人们

无视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袁从而造成人际间的利益冲

突袁破坏社会和谐遥
二尧功利主义桎梏下的维多利亚社会

渊一冤背景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达到了工业革命

的顶峰袁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袁
促进消费主义迅速蔓延遥 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为主

导尧传统价值观开始沦陷的社会背景下袁大众所理

解的快乐就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和各种欲望的

充分满足袁因此地位尧权力和金钱被视作获得快乐

的重要条件遥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道德就是获

得尽可能多的快乐袁所以追求金钱尧地位和权力是

符合道德的遥 于是袁金钱尧地位和权力成为整个社会

的合理追求目标曰个人是否获得认可和尊重尧是否

被视为取得人生成功袁不是看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品

行袁而是取决于其财产尧地位和权力的大小遥 人们疯

狂追求金钱尧地位和权力袁也越来越受其控制袁并在

这种过于偏执尧脱离人性的追求中逐渐扭曲自己的

个性袁失去自我而异化遥
与此同时袁维多利亚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

的父权制社会袁对于男性而言袁要保持主体地位袁不
仅靠金钱和权力袁还需要获得女性他者的屈从遥 女

性的从属地位是男性建构主体的基本条件遥 在主张

趋利避害尧追求快乐的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袁男性

要想享受社会认可所带来的满足感袁就必须一味压

制自己生活中的女性遥 在这一点上来说袁功利主义思

想中隐含的利己主义尧个人主义表现得最为明显袁在
鼓励个体追求个人快乐的同时也极易造成个体与

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袁从而破坏正常的人际关系遥
因此袁在功利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下袁人往往

会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忽视真实的本我袁或者将本

该和谐的人际关系演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尧金钱

关系遥 这种变质的功利主义袁成为维多利亚社会最

重要的价值判断袁它严重地扭曲了人性袁造成了道

德和生存困境遥

渊二冤男性在功利主义桎梏下的欲望和挣扎

在功利主义倡导的追求最大快乐的原则引导

下袁获得金钱尧地位和权力被视为维多利亚社会唯

一的成功标准袁也成为当时中产阶级甚至部分权贵

的欲求对象遥 他们为了满足超我的欲望袁实现个人

快乐最大化袁往往会选择压抑自我袁扭曲人性袁继而

造成人生的困境遥
叶首相曳的巴里赛公爵可谓成功者的典范遥 他很

年轻的时候就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首相这个职位

努力袁在很短时间内就从一个普通的贵族青年升至

财政大臣袁 到最后进入上院成为联合政府的首相袁
一路平步青云袁一气呵成遥 作为联合政府的首相袁巴
里赛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经济状况遥 他

家中金钱如山袁野花得起所谓他们收入的三倍袁照样

不愁给儿女们留下家产遥冶[3]渊P44冤他还掌握至高无上的

权力袁在受命组阁时可以按自己意愿安排他人的命

运袁 按其夫人格兰考拉的话来说院野渊巴里赛任首相

后冤袁在我们一伙人袁谁得最高勋位袁封到什么郡袁谁
封男爵袁封伯爵袁谁的名字一遇到事儿就站排头袁可
大不一样喽遥冶[3]渊P45冤从外表看袁他已经达到人生顶峰袁
获得了极大的幸福和快乐遥

但这一看似辉煌的成功是建立在其压抑天性尧
自我压迫的基础之上遥 他天性安静尧腼腆尧忧郁尧保
守袁野政界基本知识根本无法让他学会遥 比如说心里

痛苦却强装笑脸换取别人的支持袁噎噎渊他冤恐怕一

辈子也没这个能耐遥冶[3]渊P43冤所以他对于首相工作时常

觉得力不从心袁忧心忡忡袁在下级官员面前感到无

所适从遥 他之所以勉强自己当上首相袁是因为人人

都劝他接任袁而他又非常关注尧迎合他人的看法遥 尽

管如此痛苦袁他还是竭力打磨自己袁用完美政治家

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言行袁野因为我渊巴里赛冤已经

把自己装进槽子里袁嘎吱吱压成个模子袁连捏带挤袁
又削又减袁修理得又光又圆袁好适应我干的这种差

事遥冶[3]渊P49冤这一段自白生动反映了他扭曲自我以求适

应社会尧获得成功的心态袁说明巴里赛有着强烈获

得权力尧获得社会认可以换取快乐的欲望遥 他之所

以有这种想法袁是因为维多利亚功利主义认为道德

等同于获得金钱和地位袁并鼓励人们追求这种获得

所带来的快乐遥 但社会地位和财富只能满足巴里赛

内心超我的欲望袁并不能满足他内心那个野安静尧腼
腆尧忧郁尧保守冶的本我遥 他实际上忽略了自己的天

性袁 强迫自己固守一个既不热爱也不擅长的职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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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袁他只是在一步步压抑尧扭曲自己的

天性袁并未获得真正的快乐遥
功利主义不仅迫使巴里赛压抑天性袁而且诱导

他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而走向了极端利己主义遥 他不

顾一切尧心无旁骛地在政途上努力向前袁渐渐变得

以自我为中心袁与地位较低的人保持距离袁以至于

连曾经最亲密的盟友费恩都感到首相的疏远袁因为

首相现在都不主动和他说话了袁野而当我渊费恩冤先开

口说话时袁尽管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姿态要要要也

太有礼了要要要我就知道他烦了遥 冶[3]渊P202冤维多利亚社

会中女性的屈从是男性建构自我尧获得满足感的一

个重要基础袁因此巴里赛不允许妻子发挥自己的才

干袁一直试图压制格兰考拉的热情尧智慧和雄心遥 为

了维护自己作为男性的主体地位袁他坚决反对妻子

获得任何女王宫廷里的职位袁声称野所有结了婚的

女子有共同要受的约束袁 除此之外的其他约束袁冶[3]渊P50冤

他都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去承受遥 实际上袁他是限制

妻子在社会上的发展袁 企图将其局限在家庭角色

中遥 由此可见袁功利主义催发的极端利己主义促使

巴里赛将自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袁忽视了人与人之

间应有的情感交流和相互尊重袁 忽视他人的利益袁
最后牺牲了与盟友之间的友情和妻子的天性遥

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袁巴里赛扭曲自己的

天性尧不顾他人利益以追求快乐袁最后导致他在工

作上四面楚歌尧家庭面临崩溃遥 政客们联合起来攻

击他袁妻子对他充满怨言袁结果野他一天天憔悴下

去袁稀落的头发逐渐灰白袁瘦长的脸颊则更瘦更长袁
纯粹一副老人相噎噎冶[3]渊P480冤在巨大的压力下袁他日

夜不得安宁袁害怕政敌会把他赶下台袁害怕妻子的

冷漠和远离遥 可见袁巴里赛对权力尧地位的过分追求

给其带来了巨大痛苦袁虽然在表面上他获得了地位

和权力袁也成功阻止妻子获得宫廷里的职位袁使妻

子在家中依附于自己袁但是此时他的自我已经无法

调解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袁极端个人主义也使他

失去了盟友和家庭的温暖遥 而这一切正是维多利亚

功利主义负面影响所必然导致的人生困境遥
渊三冤女性在功利主义桎梏下的欲望和挣扎

追求地位和权力以获取快乐的功利主义思想

也对巴里赛的妻子格兰考拉太太产生了极大影响遥
格兰考拉是个权欲极强尧渴求社会认可的女人遥 当

得知丈夫将任职首相袁她就打算借助丈夫的身份染

指政治袁要野亲自执掌各种礼仪噎噎要来个精干的

内阁噎噎要把白金汉宫比成个二流货噎噎冶[3]渊P46冤为
此她兴奋地不能自已袁一想到自己丈夫就要变成这

个伟大王国里的领导人物袁野她的心激动得突突

跳冶袁[3]渊P43冤她大肆挥霍金钱袁不断举办极度奢华的晚

宴来招待大批政客袁 并在社交场合中大出风头袁甚
至一定程度插手到一些政治活动中去遥 丈夫的地位

和权力确实满足了她的欲望袁 给她带来了很多快

乐遥 显而易见袁在维多利亚社会背景下袁格兰考拉虽

不能像男人一样登上政治舞台去行使权力袁但她依

靠野首相夫人冶这个头衔也成就了她梦寐以求的野超
我冶形象袁满足了她的权欲袁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遥

功利主义强调人生目的是追求快乐幸福袁但忽

视了人性的复杂性遥 格兰考拉通过野首相夫人冶的头

衔达到了社会所认可的成功标准袁满足了超我的欲

求袁但却忽视了自己内心本我的需求遥 她对外表有

些愚钝的巴里赛并不爱慕袁他们的婚姻之所以能够

维持袁纯粹因为野她喜爱他的地位并且雄心勃勃袁先
想在社会上占有优势继而想在政治上占有优势遥 冶[4]

她野把她的整个心给了此人渊巴里赛冤所担任的首相

渊职位冤遥 冶[3]渊P503冤确实袁她和丈夫之间性格差异巨大袁
这种差异使她对婚姻总有难以平复的遗憾袁 感叹

野如果他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袁爽朗一些袁活泼一些袁
寻欢作乐袁兴趣广泛袁或许她偎依在他肩头的时候

更迷恋不舍遥 冶[3]渊P147冤像她的丈夫一样袁功利主义引导

下的格兰考拉一心要依靠金钱尧地位和权力来取得

社会的认可袁从而获得快乐遥 但是她忽视了内心本

我的需求袁把社会的成功标准误当成自己内心的欲

望遥 她疯狂追求权力袁一定程度上也是想利用权欲

的满足来掩盖婚姻幸福的缺失遥 她虽然当上了野首相

夫人冶袁似乎实现了她的野超我冶形象袁但却是以牺牲

野本我冶为代价袁所以最后她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快乐遥
不可避免地袁信奉功利主义的格兰考拉也从谋

求个人利益走向了极端利己主义遥 当丈夫遇到困难

时袁她没有关心尧安慰袁却只会冷嘲热讽院野她朝他射

去的嘲讽利箭不在少数袁而且一支支尖刻无比遥 冶[3]渊P40冤

她甚至讽刺丈夫缺少男子气概袁感叹野我该是个男

子汉才对袁噎噎而你该是个女人家噎噎冶袁[3]渊P324冤最后

发展到不惜拿丈夫的政治生命来冒险袁拉拢各方的

政治力量袁试图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遥 丈夫决定

辞职后袁她曾经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付之

东流袁野她变得烦躁袁易怒遥 冶[3]渊P584冤边沁功利主义鼓励

个体全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袁但却未提及如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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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和他人之间时常发生的利益冲突遥 因此袁当
一己私欲和丈夫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袁格兰考拉丝毫

不曾考虑丈夫的感受袁仅仅从自己的角度去权衡利

益的得失袁一味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权欲遥 在极端

个人主义影响下袁她从一个聪慧热情尧富有才干的

贵族女性变成一个冷漠刻薄袁满腹牢骚的怨妇遥
格兰考拉为了社会地位和权欲牺牲了自己的

情感需求袁隐忍于无爱的婚姻曰又因为极端利己主

义变得冷漠无情尧尖酸刻薄遥 为了弥补婚姻中情感

的缺失袁她陷入了疯狂的权欲之中曰因为视追求一

己私利为正常行为袁她在巴里赛面前从不掩饰自己

咄咄逼人的野心遥 到最后袁巴里赛下决心离职袁部分

原因就是为了防止自己成为格兰考拉的政治工具遥
随着格兰考拉与丈夫之间关系的恶化袁她终于遭受

到丈夫的冷落遥 当她大宴宾客时袁他从来不露面袁甚
至到后来干脆躲在办公室埋头公务袁 对她不闻不

问遥 丈夫的冷落和离职使格兰考拉的一切渴望全部

落空袁她既失去了野首相夫人冶的头衔袁从此不能再

享受他人的艳羡和权欲的满足曰同时袁她还被丈夫

看穿袁遭到冷落遥 她不可避免陷入到无奈和失望之

中遥 可见袁以快乐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没有给她带来

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袁反而引她陷入人生困境遥
巴里赛和格兰考拉深陷功利主义之网袁不顾一

切追求地位尧权力和金钱袁以求获得快乐袁却最终扭

曲了自己的本性袁失去了和谐的人际关系遥 他们在

功利主义思想桎梏下的欲望和挣扎是整个维多利

亚社会道德和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遥
三尧拒绝功利主义负面影响袁通过情感实现道

德重构

自然情感体现最真实的人性袁是人最根本的内

心需求遥 自然情感是否能得到满足袁标志着一个人

是否能得到内心真正的幸福遥 另外袁人类是社会性

动物袁只有交流互助袁社会才能延续发展下去遥 当一

切天然情感和社会关系在利益的威胁下被扭曲袁个
体必然会产生心灵危机袁社会必然会陷入道德和生

存困境中遥 特罗洛普在揭示维多利亚社会这一困境

的同时袁也积极探讨解决之道袁即保持自然的情感袁
拒绝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袁用真诚自然的爱构建自

我主体袁构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袁最后实现全社会

的道德重构遥
虽然巴里赛在政坛上拼命努力以获得社会地

位袁在家庭中执意将妻子变成自己的附庸袁力图成

为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成功人士袁但最后他陷入了

心灵和生存的困境遥 因为他的欲望和挣扎更多来自

于社会成功标准的压力袁 而非他内心真正的渴望遥
他的内心厌恶政坛上的勾心斗角袁野一直盼望着有

一天能噎噎和孩子一道远走高飞袁找一个美丽的地

方住下来袁像其他人一样生活遥 冶[3]渊P394冤当政治上不断

受到攻击尧家庭面临着分崩离析时袁巴里赛开始意

识到无视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尧过分追求地位和权

力以及维护自己男性主体地位给自己和家庭带来

的伤害遥 于是袁他考虑要在内心的本我和符合社会标

准的超我之间做出选择袁要正视本我尧克制自己的

利己行为袁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辞去首相职位遥 他

只有离职才能卸下本来就不适合他的首相一职袁从
此过上悠闲自在尧远离权力之争的田园生活遥 想清

楚这一切后袁面对离职袁他声称院野我们的烦恼到此

结束了冶袁[3]渊P58冤也平和地承认首相职位的继任者非常

优秀遥 为了重获家庭幸福袁他放下男权社会中男人一

贯居高临下的态度袁平等对待妻子袁野他在她身边坐

了下来紧紧地挨着她袁噎噎差不多搂住了她遥 冶[3]渊P302冤

野坐下冶尧野紧紧地冶尧野搂住冶这一系列身体动作清楚说

明巴里赛的转变遥 这一切都表明他试图放弃社会的

成功标准袁用发自内心的尧最自然的情感战胜渴求

社会认可的欲望袁并以此构建自己的主体地位遥 他

不再是权重一时的首相袁而是一个内心安宁尧幸福

快乐的绅士遥 可以说袁巴里赛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自

我袁获得了金钱和地位所不能给予的宁静与平和遥
巴里赛的改变最后也一定程度感动和影响了

格兰考拉袁她不再利欲熏心尧只顾自己的感受尧视丈

夫为获得权力的工具遥 当丈夫离任的日子日渐临近

的时候袁她尽管心有不甘袁但还是表达了对丈夫的

关爱袁声称并不反对丈夫最后的离职决定院野你生性

温柔袁受不了粗鲁野蛮的人遥 噎噎现在你要摆脱他

们了袁因此袁我也就高兴了遥 冶[3]渊P557冤她也担心失去首

相职位后他们会变得很穷袁但她毕竟开始学着面对

现实袁表示野要在乡村定居下来袁盖起茅舍袁玩玩象

棋冶袁[3]渊P564冤过起自然的田园生活遥 可见袁格兰考拉也

放弃了自私自利尧不顾他人尧一味利己的功利主义

人生态度袁开始对丈夫流露出爱的情感遥 最后袁她重

新获得了丈夫的关注和宠爱袁 收敛起自己的权欲袁
远离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袁跟随丈夫过起安详宁静的

田园生活遥 放弃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终于为她带来

了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宁静的内心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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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深陷功利主义之网的巴里赛夫妇最后都借

助自然的情感尧真诚的爱来摆脱个性扭曲尧人际关

系冷漠的生存困境袁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宁静平

和的心灵之路袁最终获得真正尧长久的幸福快乐遥 由

此可见袁疯狂追求金钱尧地位和权力必然会带来社会

道德的危机袁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依靠自然真实的

情感和随之而来的和谐人际关系遥
四尧结语

19 世纪维多利亚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激发了

各种欲望遥 在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袁人们追求以利己

为前提尧以物质和权力为基础的快乐袁扭曲自己的

本性尧无视他人的利益遥 人的本真情感被放逐袁人际

间的和谐关系被粉碎袁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和生存

的困境遥 叶首相曳中巴里赛和妻子格兰考拉在自然真

实的情感的引导下袁用爱重建彼此的关系袁用自然

情感构建自我主体袁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宁静遥 他们

的这一转变无疑为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重构探索

了方向院 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会导致对人性的压

抑袁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袁只有拒绝功利主义的负

面影响袁回归真实情感袁用爱构建彼此的关系袁个体

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快乐袁社会才能构建和谐友爱的

生存环境遥 这正是特罗洛普通过叶首相曳为我们指引

的社会道德重构之路遥
参考文献院
[1] Smalley, Donald 渊ed.冤. Anthony Trollope: The Critical

Heritage [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袁
1969.103.

[2] 周辅成援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渊下卷冤[M].北京院商务出版

社袁l987.211-212.
[3] [英]安东尼窑特罗洛普.首相[M].秭佩袁冯建文袁等袁译.兰州院

兰州大学出版社袁2014.
[4] [英]安东尼窑特罗洛普.特罗洛普自传[M].张禹九袁译.湖南院

湖南人民出版社袁1987.131.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