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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叶金苹果曳是尤多拉窑韦尔蒂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品之一袁小说集中的 7 个故事环环相扣袁展示了美国南方社

会的广阔画卷袁它通过对南方传统家庭的消解﹑南方淑女的解构和新女性的重建袁质疑了传统女性伦理道德判断袁揭示

出女性伦理道德的嬗变袁并由此完成了对南方传统的挑战和颠覆袁重拾南方发展的信心遥
关键词院美国曰南方曰女性曰尤多拉窑韦尔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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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多拉窑韦尔蒂渊Eudora Welty冤作为美国南方

文艺复兴的代表女作家之一袁是美国南方文学的生

力军遥 她出生于密西西比州袁深受传统文化和现代

意识的双重熏陶袁再加上家庭的影响袁使其作品在

充满地域色彩的同时袁又极具现代气息袁艾丽丝窑门

罗渊Alice Munro冤和安窑泰勒渊Anne Tyler冤等作家都

坦言受到过她作品的影响遥 韦尔蒂并不算是一个特

别多产的作家袁虽然她写过几部中长篇小说袁但是

最能体现其艺术成就的还是她的短篇小说袁尤其是

叶金苹果曳渊1949冤袁这部短篇小说集是韦尔蒂本人最

钟爱的一部遥
叶金苹果曳由发生在密西西比河畔摩根纳镇的 7

个故事 野金色阵雨冶尧野六月演奏会冶尧野兔子先生冶尧
野月亮湖冶尧野世人皆知冶尧野来自西班牙的音乐冶及野漫
游者冶构成袁看似相互独立袁实为相互关联的一个有

机整体遥 小说描述了小镇上形形色色的人在看似平

淡无奇的家庭琐事的背景下内心的孤独﹑自我追

寻﹑情爱渴求等袁这种题材和主题之间的张力和统

一构成了韦尔蒂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遥

女性主义伦理学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袁 伴随

着女性主义思潮的高涨而出现袁 卡罗尔窑吉利根

渊Carol Gilligan冤教授出版的叶不同的声音要要要心理

学理论与妇女发展曳渊1982冤 标志着女性主义伦理学

的形成遥野传统伦理学在于发现﹑提出﹑解释指导人们

行为的最终的道德原则袁这些原则被认为是普遍的﹑

公正的﹑不分种族﹑阶级和性格地应用于每一个人遥
女性主义伦理学实际上是另辟蹊径袁 从性别入手对

道德进行研究袁除了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社会道德问

题之外袁 也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道德和性别的关系

问题遥 冶[1]例如袁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伦理学家艾

莉森窑贾格尔渊Alison Jaggar冤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

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三大目标院野渊1冤对使压迫妇女永

久化的行为和实践作出道德批评曰渊2冤 对抵制这些行

为和实践的道德上可证明是正当的途径提出建议曰
渊3冤对推动妇女解放的道德上的抉择进行展望遥 冶[2]

在尤多拉窑韦尔蒂的叶金苹果曳故事集中袁作者塑

造了一系列鲜活的美国南方女性形象遥 在她的笔

下袁 女性不再符合传统南方伦理道德所要求的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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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袁她重新思索女性伦理道德标准袁通过新女性

的建构体现了对女性的伦理关怀袁探讨了妇女道德

解放的可能遥
一﹑美国野南方淑女冶神话的形成

美国南方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存在袁不仅仅是

地理学的概念袁而是夹杂了美国历史﹑文化﹑经济等

诸多因素的复杂区域概念遥 它形成于英国殖民地开

拓时期袁直至美国内战渊南北战争冤时期袁南方 11 州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袁宣布脱离政府成立美利坚联

盟国袁最后战败遥 这一结果对美国南部及南方人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袁野旧南方冶 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遥
对于韦尔蒂来说袁野小说依靠地方获取它的生命力遥
地方是环境的十字路口袁是证明耶发生了什么事钥 谁

在这里钥谁要来钥 爷的基础要要要这是这一领域的核心

所在遥 冶[3]

美国南方普遍采用父权制家庭模式袁泰特在分

析南方的社会结构时指出袁野南方的中心是家庭袁无
论是对于罗伯特窑伊窑李渊Robert E. lee冤还是对泰特

溪水岭上的人们都概莫例外袁因为弗吉尼亚汇集了

众多的家庭袁其几乎无限延伸的家庭关系差不多把

它们连接成一个大家庭遥 冶[4]父权制在传统南方家庭

中占据核心地位袁或者说在一个典型的传统南方家

庭中袁必然有一位白人男性家长式的人物袁所有一

切事情都围绕其安排展开遥
这种父权制家庭正是野南方淑女冶赖以生存的

生活空间遥 在传统的南方社会中袁父亲或丈夫绝对

是一家之主袁拥有绝对权威袁而女性则逐渐成为男

性野物化冶的理想产物袁她们不能拥有自己的观点和

意识袁仅是男性野凝视冶下的一种玩物遥 他们把女性

推上野南方淑女冶的圣坛袁要求她们必须要贞洁贤

淑﹑温柔美丽袁在家中能够操持家务袁为家庭愿意牺

牲一切袁更重要的是完成生儿育女的任务遥 妇女被

局限于家庭内袁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袁男性更将

这种私人道德合法化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女性不知不

觉地被戴上了野淑女冶的光环袁越来越多的女性麻木

地接受了这一角色袁接受了旧南方社会对她们的伦

理道德期待袁逐渐失去了自我袁成为传统女性伦理

道德的牺牲品遥 她们没有自己的感情和想法袁一味

遵从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袁大多落得悲惨的结局遥
艾伦窑格拉斯哥渊Ellen Glasgow冤的叶战场曳中男

女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便是对南方传统伦理道德的

最佳诠释遥 小说的主要背景是南方的两大种植园袁两

位男主人公虽然性格各异袁但都是南方骑士精神的

典型代表袁为了南方古老的荣誉走上了战场遥 以安

姆布勒来说袁他是野一个温和﹑慷慨的绅士冶[5]渊P45冤她的

妻子一方面无条件支持着丈夫的事业袁另一方面无

怨无悔地在家中担任贤内助袁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和生命袁野尽管她对自己的任务从未迟疑过袁她
日渐萎靡袁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更显得苍老遥 冶[5]渊P48冤同
时袁她还以将这种盲目顺从奉献的传统价值观灌输

给自己的女儿院野亲爱的袁女人不需要像男人那么理

智遥 如果上帝想让你聪明的话袁他会把你造成一个

男人遥 冶[5]渊P48冤在她的熏陶之下袁她的女儿成为了社交

圈男孩子们争先结交的淑女袁受到大家的一致的赞

赏遥 在安姆布勒看来袁女性的存在只是一种花瓶摆

设袁能够作为丈夫的帮衬便好袁无需有自己的思想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南方社会中这种男性对女性

的赞美是别具用心的遥波伏娃渊Simone de Beauvoir冤
的叶第二性曳中是这样定义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功

用的院野从父权制开始袁男人就认为将女人保持在从

属的地位是有用的曰他们的法典是为了对付女人而

设立的曰女人就是这样具体构成他者遥 这种状况服

务于男性的经济利益袁但是也适合他们的本体论的

和伦理的要求遥 一旦主体力图确定袁限制主体和否

定它的他者仍然必不可少院主体只有通过这种不是

它本身的实体才能到达自身遥 冶[6]由此看来袁女性作

为男权文化中的野他者冶袁不具有独立的主体性袁处
于被动从属的劣势地位遥 所以南方女性的传统伦理

道德模式不是她们能够选择的袁而是在父权制社会

中被男性定制的遥 女性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安排袁否
则就会有损于古老南方的男性荣誉﹑骑士精神袁而
这些恰恰是南方传统文化的根基遥

长期以来袁美国南方文学通常都会被认为是白

人男作家的作品袁包括标志着南方文艺复兴正式开

始的论文集叶我要选择我的立场曳也是出自几位男

作家之手遥 在他们的刻画下袁野来自旧南方上流社会

的绅士﹑淑女是南方社会的中坚袁是南方历史的主

角袁是旧南方传统价值的化身与示范者袁是神话袁代
表了旧南方的品味和气质遥 冶[7]同时袁作品中反映出

来的也是从白人男作家的视角所展示出来的图景袁
难免有些片面性遥 第一代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

如威廉窑福克纳渊William Faulkner冤尧托马斯窑沃尔夫

渊Thomas Clayton Wolfe冤尧 罗博特窑潘窑华伦渊Robert
Penn Warren冤 等男性作家在描述两性关系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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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上层阶级和男性视角来建构袁没有客观公正地

考虑到南方女性的生存境况袁从女性伦理道德角度

来审视他们的作品会发现他们的描述有失偏颇遥
威廉窑福克纳笔下的女性人物生动庞杂袁 且评

论界对其褒贬不一袁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福克纳有野女
性仇视症冶渊Misogyny冤遥从他的小说中鲜少看到正面

亮丽﹑符合传统南方淑女形象的女性袁取而代之的

是一些冷酷﹑病态﹑堕落的悲剧性女性人物形象袁如
叶圣殿曳中的坦普尔窑德雷克袁虽然身为法官的女儿袁
是大家闺秀袁但最终却自甘堕落袁沦落风尘遥 再如

叶喧哗与骚动曳的凯蒂窑康普生袁她刚开始本是南方

女性浪漫理想的化身袁似乎连福克纳本人都爱上了

她袁然而如此如女神一般的凯蒂也没能摆脱与他笔

下其他女性人物殊途同归的命运袁走上了歧途遥 所

以袁纵观福克纳笔下的女性人物袁可以发现他对传

统南方女性的改写袁但这绝不是以此来倡导女性自

我解放和自由袁 反而是从另一极端面告知读者袁如
果女性不恪守自己的性别角色袁将会遭致怎样的无

序和混乱袁进而传递了回归传统的必要性遥 因此袁尽
管韦尔蒂的南方前辈如威廉窑福克纳对野南方神话冶
进行了某种方式及某种程度的结构袁 但在他的笔

下袁女性仍然摆脱不了野荡妇冶或是野妓女冶等游离于

社会边缘的人物形象袁她们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南方淑女袁却是从反面证明了作者对传统道德秩序

的肯定遥
二﹑南方传统女性伦理道德的解构

美国南方的传统经济模式是种植园经济袁这使

男性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产力的推动者袁而
女性被边缘化袁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局外人遥 但是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袁南方的经济经历了一系

列的转型和发展遥 城镇化进程使大批农村人口涌入

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遥 此外袁第三产业蒸蒸日上袁
南方的很多景点成为人们观光度假胜地遥 随着大批

外地人的涌入袁南方传统的农业主义观念受到强大

冲击袁日渐衰弱遥 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袁南方的城

市及其经济正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袁因为城市化

的南方和在那里生活﹑工作的人们在定义这一区域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任何事情或者其他地方遥 冶[8]

南方不再是仅被野家族神话冶光环笼罩的封闭社区袁
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外来的变化袁跟上美国

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遥 这一切经济的转型和发

展势必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袁客观上为新南方

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遥
美国南方的政治改革问题也一直是一个热点袁

其核心蓄奴制曾经是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争论的

焦点遥 在一个将自由平等写入宪法的国家袁种族隔

离制度是莫大的讽刺和严峻的挑战遥 韦尔蒂发表

叶金苹果曳 这部小说集的时间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

终止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时间相距不过 5 年遥 事

实上袁 随着南方传统伦理道德准则弊端的逐步暴

露袁 大部分人已经开始重新审视旧南方的一切袁为
接下来的变革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遥 在这一大势的

推动下袁自 20 世纪初开始袁女性也加入了争取自由

平等的浪潮遥 1920 年袁美国最终通过了第 19 条宪法

修正案袁赋予女性投票选举权袁从法律上保证了女

性参政议政的权利遥 随着南方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袁
可供女性选择的就业形式和机会也越来越多袁女性

意识空前觉醒遥 南方女性开始反抗在传统的性别关

系中被分配的位置袁认识到自己内在的潜力袁增强

了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信心和勇气遥
与此同时袁南方文艺复兴作家的性别格局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袁由男性一元主导发展为男女二元

并存的状态遥 第二代南方文艺复兴作家中出现了如

尤多拉窑韦尔蒂尧卡森窑麦卡勒斯渊Carson McCullers冤尧
弗兰纳丽窑奥康纳(Flannery O爷Connor)尧凯瑟琳窑安窑
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等优秀女作家袁她们以

更加清晰的视角和更加自信的姿态来审视传统的

南方女性伦理道德关系袁展现了对女性伦理关怀的

关注和渴望解放的追求遥 作为南方文艺复兴第二代

作家的主要代表袁[9]韦尔蒂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眼光开

始质疑看似根深蒂固的野南方淑女冶神话袁因为这种

表面的光环让她感到越来越窒息遥 韦尔蒂所生活的

时代是 20 世纪的美国袁 她亲眼目睹了社会所发生

的巨大变革袁尤其是自己的故乡美国南方所经历的

重大变化袁在这种新形势的背景下袁韦尔蒂开始重

新审视南方的文化传统遥 在叶金苹果曳中袁她以冷静

理性的态度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故乡袁通过一系列

南方新女性的塑造袁解构了野南方淑女冶的神话袁对
南方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进行了批判遥

首先袁野南方绅士冶角色的蜕变遥 叶金苹果曳这部

作品对野南方淑女冶的神话的解构首先是从对传统

南方家庭中的父权制符码 野丈夫冶 的消解开始的遥
叶金苹果曳中最突出尧最神秘的白人男性形象莫过于

金窑麦克莱恩袁小说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了他袁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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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诺蒂小姐婚后不久袁野有一天她丈夫离家出走

了袁把帽子留在了大黑河边遥 冶[10]渊P3冤这不是偶然的一

次袁他离开尧回家尧又离开噎噎袁如此反反复复遥 显而

易见袁 他连一个做丈夫最基本的责任都没有尽到袁
更不谈作为一个家族的家长了遥 他虽然从来不向自

己的妻子吼叫袁然而却连自己亲生的一对双胞胎儿

子也不管不顾遥 有些评论者以小说最后一个章节的

题目野漫游者冶来形容他袁[11]但与其说他是一个野漫游

者冶袁不如说他是一个野逃避者冶袁他无法像其名字

野国王冶渊King冤一般地拥有统领一切的气势袁反而无

法面对社会的变化和家庭的责任袁成了一个懦弱的

逃避者遥
除了金窑麦克莱恩这一失败的家长形象外袁这

一家庭中的两个双胞胎儿子也在自我找寻的道路

上渐渐迷失了方向遥 首先袁作者运用双胞胎的意象

就是为了说明这二人难以区分遥 在小说第五章野世
人皆知冶和第六章野来自西班牙的音乐冶中袁两兄弟

兰德尔和尤金虽分隔两地袁 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了

自我身份找寻之旅遥 由于缺乏父亲的榜样作用袁他
们虽然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袁但在内心中仍

然有很大一种缺失袁 仍想努力构建自己的主体意

识遥 在找寻自己的过程中袁他们困惑尧迷茫却找不到

答案袁最后难免落得个混沌失败的结局遥 可见袁无论

是留在小镇上还是走出去袁他们都无法摆脱自身的

困境遥 母亲虽然竭力想帮助指引他们袁却遭来更多

的埋怨和误解袁母子关系也愈加疏远遥
野父亲冶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的消逝和主导意

志的消退尧儿子在身份寻找中的的迷茫都极大地动

摇了传统南方家庭的父权制影响袁而这些一度作为

家庭支柱的野南方绅士冶的角色的蜕变从根本上瓦

解了野南方淑女冶的生存空间遥
其次袁野南方淑女冶形象的消解遥 在旧南方社会

中袁 白人男性将自己身边的女性送上了圣坛的位

置袁将她们塑造成为南方淑女的形象袁实则是为了

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遥 他们对女性的贞洁和顺从大

加赞美袁在这个谎言的包裹之下袁南方女性似乎也

内化了这种加在她们身上的设定袁默默地在生活中

扮演着陪衬的角色袁失去了自我袁更无法发出自己

的声音遥 而在韦尔蒂的笔下袁野南方淑女冶的形象是

什么样呢钥
小说集开篇野金色阵雨冶中的斯诺蒂小姐表面

上看来便是符合南方淑女定位的人遥 她受过良好教

育袁是家中的独生女袁性格十分讨人喜欢袁她嫁给了

金窑麦克莱恩袁不久还生了一对双胞胎袁这本应该是

一个幸福的家庭袁但丈夫的逃避和不负责任使她不

得不承担起家庭的所有职责袁她没有屈从于生活的

压力袁但当她听到两个孩子赶走了门口一个外表像

她丈夫的坏蛋时袁她拼命奔跑追了出去袁还是连个

人影也没看到遥 丈夫对家庭的离弃使她不再是家中

的天使袁作为妻子袁她完全是一个被丈夫忽略甚至

是抛弃的人曰作为母亲袁她不停遭到儿子的误解和

指责遥 在儿子的想象中袁母爱成了禁锢他们的枷锁袁
而父亲却是神秘自由的象征袁他们贬低母亲袁认为

她一无是处袁这与南方传统伦理道德中将南方淑女

作为伟大圣洁母亲的一面也大相径庭遥 所以袁韦尔

蒂笔下的斯诺蒂小姐连一个幸福婚姻的表象都没

有袁是一个野没有任何男人冶的女人袁或者说是不依

附于任何男性的女人遥
而在此时袁 斯诺蒂也作出了一下反抗的行为袁

她给双胞胎儿子取名字时袁让他们跟自己的父亲和

外公姓袁唯独不跟丈夫姓麦克莱恩遥 但是她并没有

勇气走出去袁逃离这个家庭袁她还是尽自己所能地

维护这个家袁 因为斯诺蒂被作为南方淑女的期望袁
不仅是她个人意愿选择的结果袁而是整个南方家族

集体意志的选择遥 斯诺蒂的丈夫离家后袁小镇上几

乎所有的人都出于好心或是善意来抽出时间陪她袁
他们希望帮助她维持南方淑女的形象袁而这便使斯

诺蒂丧失了自省的意愿和能力袁 没有任何隐私可

言袁更加缺失了自我个人意志袁变成了集体意志凝

视下的物件遥 在野金色阵雨冶这一章中袁作者借用一

个值得信赖的黑人普莱泽窑摩根的话哄骗斯诺蒂她

的丈夫没有回来过袁以免她伤心袁这其实是整个南

方社会为了把斯诺蒂继续捧在圣坛上而作出的最

后一丝努力遥 虽然古老的南方女性伦理道德已经摇

摇欲坠袁但由于集体意志的强大力量袁斯诺蒂没能

完全走下圣坛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蜕变遥
三﹑南方新女性的重建

在对旧南方的传统女性伦理道德完成解构之

后袁韦尔蒂着力重构南方新女性的形象遥 在她的笔

下袁 一组栩栩如生的南方新女性的群生像跃然纸

上袁展示了作者在新旧交替的美国社会中勇于拥抱

现代观念袁对南方美好未来的展望和决心遥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位女性莫过于野六月演奏

会冶中的维尔吉窑雷尼袁她出生在 20 世纪初袁是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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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纳小镇上土生土长的女孩遥 野她野性十足袁她就像

吉卜赛人一样充满刺激袁冶[10]渊P139冤 从小便是一个与众

不同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女孩袁 她的穿衣打扮尧行
事风格总是小镇上的人所谈论的对象袁但她从不在

意遥 如同小说集最后一章节的题目野漫游者冶所展示

的那样袁她是小镇上第一位女性野漫游者冶遥 她的漫

游与金窑麦克莱恩有着根本区别袁金是漫无目的尧不
负责任的逃避袁而维尔吉则不同袁她难以忍受小镇

压抑沉闷尧令人窒息的环境氛围袁决定出去看一看

新事物袁并且在她的母亲需要她的时候袁她回到小

镇上送走了母亲最后一程袁在打理完母亲的葬礼之

后袁她走入河中袁洗净了自己袁告别了摩根纳镇袁告
别了旧南方的所有牵绊袁又开始了新的漂泊遥

另一位新女性的形象便是叶六月演奏会曳中维

尔吉的钢琴教师艾克哈特小姐遥 她从外地搬来袁是
个老处女袁因为不愿认同保守封闭的南方传统价值

观念袁始终得不到小镇居民的接受尧认可袁甚至遭到

了歧视孤立袁但她仍然能够恪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

宗教信仰袁 不愿为了迎合他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袁
最后因精神失常纵火而被送入精神病院遥 这不禁让

人联想起其他文学作品中种种野疯女人冶的形象遥 艾

克哈特小姐在美国南方男权强大的父权制社会中袁
不甘心过被人安排的生活袁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袁
尽管失败袁也充满了令人唏嘘的悲剧英雄色彩遥 而

她与维尔吉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袁维尔吉是她最

看重尧最有天赋的学生遥 年轻的维尔吉由于叛逆袁辜
负了她的期望袁而当她飘泊返乡的时候袁她才意识

到她对艾克哈特小姐是充满爱的袁她才理解挂在艾

克哈特小姐字典上方那副画的含义遥 那副画野画的

是帕修斯提着蛇妖美杜莎的头颅噎噎是艾克哈特

小姐最引以为豪的一幅画遥 冶[10]渊P264冤她用这幅画中所

包含的古希腊神话的隐喻劝慰自己袁接受所有的爱

与恨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她更像是一个预言家袁她
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袁看清了小镇的过去袁也期待

在打破一切后出现一个崭新的未来袁这也是韦尔蒂

盼望见到的南方的重生遥 [12]

第三位值得一提的女性形象更具个性特色袁她
便是叶月亮湖曳中小镇上的孤儿伊斯特尔渊复活节冤袁
她从女性最基本的身体权利出发袁向父权制发起了

挑战遥 在一次童子军野营中袁她告诉其她童子军伙

伴她自己给自己取名字袁而且她从未有过父亲遥 当

读经班的内斯比特先生拉着她的手袁仔细看着她已

经开始发育的胸部时袁 伊斯特尔咬了他的右手一

口袁可见此时她已经有强烈的性觉醒意识遥 与斯诺

蒂小姐在婚姻关系中的被动地位相比袁伊斯特尔在

小小年纪便显示出作为一名独立女性的自我意识遥
她拒绝了教长的性骚扰袁却忠实于体内荷尔蒙的刺

激需求袁甚至不惜差点付出自己的生命袁自导自演

了一出落水求生的戏码遥 童子军兼救生员洛克抢救

她的一幕具有极强的性暗示袁洛克所拥有的男性力

量成功地被伊斯特尔设计所用袁 实现了她的性幻

想袁在神秘的月亮湖中完成了洗礼遥 作为南方新女

性的代表之一袁坚持了自我身体书写的权利遥
尤多拉窑韦尔蒂在新女性的重建中彻底瓦解了

传统南方伦理道德的对女性的束缚袁探讨了性别和

道德的关系问题袁 对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进行了批

评袁认为传统淑女的头衔实质上是对女性的一种压

迫和禁锢遥 在此基础上袁她对新型女性伦理道德的

途径展开提出了建议袁并希望能够以此来进一步推

动女性的解放和发展遥
四尧结语

美国南方女性伦理道德的嬗变绝不是偶然发

生的袁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袁与当时的

经济尧政治及思想意识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遥
叶金苹果曳发表于 1949 年袁这正是美国社会经

历巨大变革的时代袁 韦尔蒂亲历了经济转型发展尧
政治改革及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多种变化袁她通过对

南方社会特别是南方女性的客观描述袁展现了她对

故乡深沉的爱袁以及对重构南方女性伦理道德的期

望袁表达了对南方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向往遥 借助

一系列南方新女性的塑造袁 韦尔蒂用波澜不惊尧娓
娓道来的语言向读者讲述了古老南方神话的破灭袁
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南方淑女的解构袁唤起了南方女

性意识的觉醒袁完成了美国南方女性伦理道德的嬗

变遥 正如她自己所畅想的那样袁野历史终将会发生变

化袁并且希望是向着有益的方向变化噎噎最重要的

是带给人们启迪和思考遥 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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