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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American drama, Eugene O’Neill had created various female role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mong which prostitutes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hey have
showed their functions evidently and sometimes inconspicuously, which reveals O’Neill’s reflection on woman as well as on the everlasting love rooted in human nature.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prostitutes in Eugene O’Neill’s plays,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ir images by discussing
the different kinds of lov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shown by them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how
they shine brightly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complex and frustrated soci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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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美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尤金奥尼尔曾在其剧作中塑造过各具特色的女性角色，而妓女在这些角色
中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在奥尼尔的作品中显性或隐性地发挥着她们的作用，透露出作者对女
性和爱的思考，体现了人性中无法泯灭的爱。本文将以尤金奥尼尔作品中的妓女为重点，通过分析她们
所展示出来的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爱，来解读奥尼尔笔下的妓女形象，分析她们如何在复杂无奈的现实的
压制下绽放出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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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1888-1953)，作为美国戏剧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
享誉世界。他改造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通俗戏剧，致力于严肃悲剧的创作，将现实主义、表现主义
等多种写作手法相结合，展现美国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引领现代美国戏剧的蓬勃发展并为之做出了巨
大贡献。因此奥尼尔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热议的对象，对其作品内涵的解析更是层出不穷。
对尤金奥尼尔的评价，古往今来中外学者围绕他作品中的男权主义色彩众说纷纭。尽管奥尼尔曾
试图打破当时原有的创作模式和性别观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身处受男权思潮统治的美国社会的
他不可否认地创造出众多由男性角色主导的剧本。在这些剧作中，女性角色的存在远不及男主人公的
突出，她们经常被塑造成为被支配的一方，甚至从未出场。在被剥夺话语权的同时其存在的价值也只
是为了迎合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和要求，例如《月照不幸人》中吉姆蒂龙对其母亲的追忆和描述，占据
了整部戏剧的大半篇幅。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的是奥尼尔作品中女性的地位也有明显提高，一方面，
她们的形象更加圆润，这让读者在感受到作者对女性关注增加的同时，也体会到作品因此而散发出的
更加浓郁的人性和悲剧气息；另一方面，女性角色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这在奥尼尔对妓女的塑造
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不同于大多数女性默默屈服承受或消极抵抗的性格特征，奥尼尔塑造了一批令人眼前一亮的妓女形
象，她们不畏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束缚，敢爱敢恨，勇于追求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些妓女角色形式多样，
不仅有从事这个行业的真正的妓女，也包括被作者赋予妓女形象的女性角色——她们虽然并不从事妓女
这个行业，却被作者冠以妓女的特质，体现奥尼尔希望通过妓女形象获取安慰和解脱的愿望。身处不同
时期，不同背景，这些剧作中的妓女角色都对爱怀有崇高的向往和追求，通过对爱的体会和领悟，她们
不仅升华了自己，而且还引导鼓励他人；用爱在治疗自己心理创伤的同时，也帮助男主人公克服创伤，
获得救赎和成长，体现了人性中无法泯灭的爱。此类代表性作品有早期的《网》、《安娜克里斯蒂》，
中期的《难舍难分》、《榆树下的欲望》、《大神布朗》、《奇异的插曲》、《悲悼》三部曲，晚期的
《荒野》、《更加庄严的大厦》、《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月照不幸人》等等。这些作品中的妓
女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表现出对爱的坚持和不顾一切。通过描写她们的爱，奥尼尔也是在对自
己的心理创伤进行修复，特别是母亲和妻子所留下的创伤记忆，她们对奥尼尔剧作中妓女形象的塑造有
着显著影响。因此，赋予妓女角色的爱以修复创伤的功能透露出奥尼尔对女性和爱的思考，以及对爱的
本质的诠释。这些妓女就像暗夜中的玫瑰，不拘泥于环境的束缚，作为爱与美好的象征，散发芬芳，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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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脾。
但是对奥尼尔作品中妓女形象的讨论相较于其他主题的研究而言并不十分广泛，而且多出现在对女
性这一整个群体的分析之中。在这些评论中妓女角色一方面被用来佐证女性话语权、行动力以及对自身
身份认知能力的增强，体现出奥尼尔对女性的态度从抵触转变为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则被用以分析奥
尼尔在其戏剧创作中体现出的母亲情节，反映出奥尼尔因对自己的母亲爱恨交织而留下的心理创伤。然
而，这些对奥尼尔作品中妓女的分析都是用来佐证其他观点，并没有把妓女当做真正的研究中心。因此
本文试图从妓女这一群体自身所展示出的性格特征出发，以爱为中心，揭示她们如何用对爱的执着和坚
持在父权社会中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2. 作为主角的妓女形象
尤金奥尼尔在其作品中致力于寻求并塑造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妓女形象：她们不仅拥有更加复杂的
性格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观众摆脱因传统观念以及文学创作而对妓女产生的印象——这些外表光
鲜靓丽的“堕落”女人应该受到惩罚，最后以痛苦却诗意的死亡来满足观众的期望。为达到这个目的，
奥尼尔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以爱为标准给出他自己关于高贵与低俗的定义来证明这些女性的价值。从
最初只是为自己爱情的奉献牺牲，到后来用自己对爱情的深层领悟提升剧中其他角色，妓女形象愈加丰
富饱满。因此下面就将讨论作者对妓女以及爱的描绘如何一步步走向成熟。

2.1. 罗斯——隐忍、坚强
《网》作为奥尼尔的一部早期独幕剧，第一次呈现出罗斯托马斯这一敢爱敢恨的妓女形象。在这部
剧里，女主人公罗斯被种种外部势力所支配，这些外部因素交织成一个网把她紧紧禁锢在其中。她的困
境在剧中一开始就得到了充分的描绘：因生活所迫而去街头卖身拉客，加上恶劣的居住条件导致疾病缠
身；独自一人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拉皮条客史蒂夫的虎视眈眈。面对着种种不幸，罗斯的身
体精神都饱受折磨。但她并没有给读者带来一味凄苦无助、消极压抑的印象，反而展示出坚强和勇于向
往新生活的积极态度，以及身处困境却仍怀抱希望的可贵品质。尤其是罗斯对亲情和爱情的隐忍和坚持，
让她身上不断发散出爱的光芒。
罗斯第一次出场时就已处于肺病晚期，虽然身体已疲惫不堪，病容憔悴，但是当看到床上熟睡的孩
子，她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柔和”起来，眼中的关爱让读者似乎忘记了这个女子此时正遭受着怎样的
折磨。而当拉皮条的史蒂夫吓唬她说要把孩子从她身边夺走时，罗斯更是以死抗争甚至不惜和史蒂夫大
打出手，更显示出罗斯视孩子为生命的伟大的亲情和爱。而为了躲避警察追捕的小偷蒂姆莫兰则是打开
了罗斯心灵的另一扇窗，两人在了解到对方的不幸以后，同样的凄苦和难得的相互理解让他们重拾了对
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蒂姆对她的珍惜怜悯，让罗斯也体会到了被爱的感觉，这种温暖和呵护让她迅速
陷入爱河。这份爱情对罗斯而言意味着未来的幸福和希望，爱有多深沉，失去时就会有多绝望，因此罗
斯在剧终因蒂姆去世而心酸无奈地叫喊：“天啊！天啊！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呀？”[1]以及她自暴自弃地
接受自己被认作是凶手的误会，让读者在无限唏嘘的同时也看到罗斯把爱放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之
前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她始终尽全力坚持着，可是爱情的幻灭则彻底压垮了罗斯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导
致她对人生也彻底无望。和贪得无厌、残忍冷酷、自私懦弱的史蒂夫相比，罗斯虽然是个妓女，却并不
令人反感厌恶，引发的反而满是关心和同情。弗吉尼亚弗洛伊德(Virginia Floyd, 1987)曾这样评价罗斯：
“一方面是妓女，街头拉客的，冷酷，无情，不信任他人；另一个是女人，有母性，温柔，深爱自己的
孩子和蒂姆”[2]。作为奥尼尔剧作中出现的第一个妓女，罗斯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爱，无论是对孩子还是
爱人，能量之巨大足以让人暂时忘却她原本的妓女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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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娜——独立、认真
如果说《网》中的罗斯只是奥尼尔对于妓女形象的初次尝试，那么《安娜克里斯蒂》中拥有强烈自
我意识的女主人公则意味着作者在塑造此类人物上进一步的突破。虽然故事模式并不新颖：妓女因为爱
情得到救赎，但这里的安娜独立自主，对爱情亦是如此。她并不卑躬屈膝感激涕零爱人马特伯克给予的
怜悯和施舍，甚至勇于怀疑他对自己的爱。虽然安娜最后为爱放低姿态，却仍显示出爱情对于她的重要
意义，过去的妓女身份并不能阻挡她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为了获得焕然不同的新生活和一份向往的爱情，安娜从一开始就试图掩盖自己曾经从事过妓女一事，
然而由于一时冲动她透露了不堪的过去，但安娜也敢于为自己的过去解释和辩护。在她的爱人马特·伯
克和她父亲为了争夺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大动干戈时，安娜更是愤怒地喊出：“除了我自己，我不属于任
何人，懂吗？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任何人能够对我发号施令，不管他是什么人。……我是我自
己的主人”[3]，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命运要自己主宰、不会甘愿屈从于男人摆布的自主意识。虽然有过难
以启齿的身份，安娜仍能够努力摆脱过去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自尊自强。但是，安娜在这里表现得
越独立自主，就越反衬出她后来对待爱情的小心翼翼和让步。不像她对于自己过去和命运的一贯高傲姿
态，在爱情面前的安娜也不过是一个想要守护这份感情的普通女子。因此，可以看到对于马特，安娜时
而听天由命，时而苦苦哀求，她表明大海已经改变了她，她爱他，而自己也因为这份爱情得到净化和升
华。但安娜的坦诚告白得到的却是马特“老天爷不容你！……你这个婊子，你。我要宰了你！”[3]。这
样无情的咒骂，这对如此珍视爱情的安娜可谓是当头一棒，她不仅借酒消愁甚至蹦出重操卖淫旧业的念
头。强硬的安娜为了挽回爱人不惜低声下气，保证并发誓以表示自己的真心诚意，和之前宣称人生拒绝
他人主宰的强硬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读者也并不能因此耻笑安娜自相矛盾，指责她违背了自
己所声称的人生观，因为在爱情中所做出的让步妥协和低姿态正是为了追求能够由自己主导的人生——
安娜明白爱情对于自己是十分重要的，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所以她不顾一切也要争取到这份对她而言
意义非凡的爱情，这不仅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体现，也是她对之前宣称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实践。安娜对
待爱情的认真、执着和努力，与马特的虚伪善变以及不信守诺言出尔反尔形成鲜明对比，反衬出妓女并
非完全像世人所想的那样是冷酷薄情的化身，她们对爱情的坚毅并不因身份而有丝毫削减，内心也始终
怀揣着敢于坦诚表达爱并尽全力守护爱的勇气。

2.3. 爱碧——热情、执着
而这种爱的勇气在《榆树下的欲望》一剧中被女主人公爱碧诠释到了极致。老农场主卡伯特的前两
任妻子为了农场付出了青春甚至是生命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只是被这弥漫着破坏精神、毁灭生命
气息的农场紧紧围困住。而卡伯特的第三任年轻妻子爱碧则和她们不同，爱碧是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她
生机勃勃，并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为了占有农场，她嫁给了比她大四十多岁的老卡伯特，和继子
伊本为此而互相仇视；为了获得农场的永久支配权，她甚至引诱伊本产下继承人。这里的爱碧是一个对
金钱和肉体充满欲望的女人，为了满足欲望而出卖肉体的行为让她的形象和妓女无异，因而也被归入妓
女角色的类别中。
尽管剧中关于爱碧的对话里经常出现婊子、妓女、嫖娼等字眼，对她出场的描述就是：她圆圆的脸
蛋很美，但这美却被一种粗俗的肉欲破坏了[4]。而且在面对伊本时，她“脸上和整个身子都流露出一股
奇特的猥亵的情欲” [4]。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她的热情洋溢却也唤起了伊本心中的爱情，并与之
犯下乱伦之罪。虽然此剧因乱伦这一违反社会道德的话题表面上以悲剧性的结尾收场：爱碧和伊本都没
有实现占有农场的抱负，两人爱情的结晶被爱碧扼杀，他们也因此即将面临法律的制裁。然而从对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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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变化的描述中却又不难看出作者对爱碧和伊本之间的爱情持有的积极态度。爱碧出于对老卡伯特的
恨和占有农场的欲望而勾引伊本，但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本能欲望和自然情感逐渐压倒了对物质的贪欲
进而升华为纯真的爱情。而且这份爱情对她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在被伊本误会以后，完全被爱情所征
服的爱碧，不惜以杀死自己的孩子为代价一心只想挽回伊本的爱。同时，她对爱的付出和执着也得到了
回报：伊本虽极力抵制，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受到爱碧的吸引，屈服于爱情的力量，并在爱碧爱的感召下
认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爱情后甘愿放弃财产，与爱碧一同承担罪责，接受因自己造成的恶果。陈立华
(2000)认为：为了爱情，这一对情人放弃了各自占有农庄的梦想，摒除了私欲的杂质，甚至不惜献出自己
的生命。他们的爱情最终荡涤了人性中丑恶的物欲与粗鄙的肉欲的成分，得到了净化，升华到人性的一
个新的高度[5]。因此，可以看到爱碧的爱作为一股对抗各种贪婪欲望的强大力量，帮助这对情人战胜了
对彼此的恨，关于自己所犯下的罪也获得了宽恕。当他们最后手挽着手迎着旭日站在大门口时，爱情超
越了罪恶，这个场面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爱和宽恕的赞歌。
在这部剧里，作者充分展示了爱碧的双重形象。一方面因不伦之恋和强烈的物质欲，爱碧似乎是一
个粗俗不堪的贪婪的妓女；而另一方面她愿为爱放弃所有的不顾一切的热情和勇气也让人折服。而且在
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也没有丝毫的躲避和退缩，勇敢地坦承：
“我应该受到惩罚——为了我干的罪恶”
[4]。因此，除了对被农场上冷酷凄凉的氛围压抑的爱碧流露出怜悯和同情，读者也深切地感受到不同于
那些残忍无情、贪婪好色的农场上的男人们，爱碧的灵魂因爱情而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找到真正的幸
福。最后爱碧和伊本的那句：“太阳升起来了，真美，是吗？”[4]暗示着两人在爱碧的爱的带领下还清
了罪孽，最终完成救赎。

3. 作为配角的妓女形象
除了作为主角活跃在奥尼尔戏剧中的妓女人物，那些作为配角甚至是一些只出场过寥寥数次的妓女
角色在推动情节发展上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甚至是转折性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对奥尼尔而言，男主
人公在对母亲失望、遭受创伤后很少在妻子身上寻找安慰，而是通过妓女来寻找母性的关爱，以图对母
亲的报复。奥尼尔将母子关系扩展成了母亲——儿子——妓女这种新型的三角关系[6]。然而这种说法只
是把妓女看作是母亲的替代品，认为她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满足男人对母亲的缅怀和需要，而她
们自身的光芒和价值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关注，那就是她们的善良和善解人意，尤其是心中珍藏的爱。这
些妓女不仅自己因为这份爱获得感悟和升华，而且还通过爱引导他人走出迷津，这在奥尼尔的许多剧作
中都有所体现。

3.1. 女人——牺牲、领悟
《难舍难分》描述了一对遇到婚姻危机的中年夫妇，二人对彼此的不满从第一幕开始就表现得十分
明显：男主人公迈克尔凯普对婚姻抱有十足的理想主义观念，要求妻子埃莉诺忘记自我，全身心地投入
在他身上。他不仅在自己的剧本中为妻子设计角色(也就意味着在舞台上操纵她)，还希望在舞台下的日常
生活中彻底控制她；妻子埃莉诺渐渐对丈夫这种强烈的占有欲感到反感，认为自己的个性受到了严重威
胁。与此同时，迈克尔追求理想主义的爱情和婚姻，拒绝做出妥协，时不时流露出艺术高于婚姻和爱情
的态度，加上他对埃莉诺和其朋友约翰关系的猜疑和嫉妒，更加剧了婚姻的紧张气氛，最终导致了夫妻
二人之间矛盾的激化爆发。
迈克尔坚信埃莉诺和约翰有染，因此决心要扼杀对她的爱情，报仇雪恨，而他选择报复的途径就是
去找个妓女。关于妓女的场景一开始依旧是以不屑和贬损的方式呈现：浓妆艳抹的脸上满是粗俗愚蠢，
动作像个疲倦的打杂女仆。迈克尔对她也满是嘲讽和戏弄，只是轻蔑地掏出钱来打发她，还挖苦地说她

79

孙莹菲，郑飞

一点也不懂爱情是怎么回事。然而这个妓女的反应却出乎迈克尔甚至是读者的意料，她不仅没有饥渴地
接过钱来对他百般阿谀奉承，反而对之不屑一顾并显露出受伤的愤恨。她了解到迈克尔的烦恼，进而劝
解他到：“你爱她，不是吗？……回家去吧，吻一吻她，就和解了。忘了这事”[7]；面对迈克尔的侮辱
她生气地予以反击痛斥，这令迈克尔震惊无措地发现爱还活在这个女人的心里，并没有因世事而泯灭。
迈克尔的满腔怒火顿时烟消云散，抽泣着央求这个妓女宽恕他拯救他，帮他获得解脱和安宁。爱情通过
不同方式把两人带到了这个房间，让他们用爱为彼此疗伤。剧中这个不知名的妓女虽身处肮脏的行业，
却不是为了自己能过得舒服美满，因为所有的收入都要给她那个拉皮条的情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弱
女子的选择也是为爱情所迫。忍受不满，克服退缩，这个妓女长久以来的坚持正是为了守护那份不易的
爱情，尽管对方是被外界所不齿的拉皮条客，但她因爱情而无怨无悔。这时再对比迈克尔夫妇二人矫揉
造作的感情和生活，不免嗤之以鼻，两个看似身处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历经多年的婚姻还理解不了对
方，却被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妓女一语道破真相，启发了男主人公对爱和生活的思考。
虽然妓女的出场只是《难舍难分》中的一个小片段，只是迈克尔夫妻二人婚姻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或许过后就会被人遗忘，奥尼尔甚至都没有赋予她名字，只是用“女人”来称呼她，但她却是全剧中难得
可贵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故事里，多次出现的“面具”一词让人不得不怀疑夫妻二人对话，生活甚
至是感情的真实性。与其说他们是在跟对方讲话，不如说是在自说自话。同时，夫妻住所内两张椅子以及
他们各自分坐在一边的场景，反映了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孤立的小天地，再多的沟通和交流都显得无济于事。
因此，虽然剧终夫妻二人互相坦陈心意，冰释前嫌，但他们的爱情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荒唐的行为和对
白只使得两人成为生活中的演员，通过扮演各种角色来表演着生活。相反，全剧只有那个妓女的形象和她
的话才有几分真实性和可信度。不同于迈克尔夫妇充斥全篇的浮夸的对话，妓女呈现出的只有切实的行动，
为了爱情她甘愿为拉皮条的情人做妓女，虽然身处肮脏不堪的环境，心中却仍旧保持着对纯洁美好爱情的
希冀和领悟，那份净土也容不得外人玷污践踏。正如她所说的：“你觉得生活很可笑，是不是？你会学着
喜欢生活”[7]，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生活，她都能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爱的希望。

3.2. 西比尔——宽容、大爱
不只是迈克尔夫妇，生活在奥尼尔剧作中的主人公似乎都易于迷失自我，逐渐与现实世界相脱离，
不自觉地沉浸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无法面对现实而不得不以面具示人，此时妓女这一角色就显得极为
重要。因为职业的关系，她们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生，被种种不幸所折磨的她
们可以说是现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她们不能也没有条件享受所谓的精神世界，因为无情的生活已经让
她们应接不暇。所以她们在无形中就起到了提醒并带领主人公回到现实，引导他们回归最初的自我、看
清内心的重要作用，《大神布朗》一剧便是最好的例证。
纵观全剧，面具无疑是通篇最大的特色，两位男主人公布朗和迪昂分别追求实利和艺术，象征着人
生难以割裂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他们针锋相对，却又密不可分互相需要。这两个人
通过面具进行截然不同的双重表演，向读者展示出他们的两面性——自我的真面目以及在世人面前为了
符合外界要求而戴的面具，所以他们都曾不同程度的迷失过自我。对于迪昂而言，虽然玛格丽特选择和
他结婚生子，但是她钟情的是戴着面具的自己，拒绝接受真正的苦行者迪昂。所以在经历了多年的婚姻
生活后，迪昂不禁开始怀疑起真实的自己甚至是心中的信仰。这时，妓女西比尔首次出现，用自己对生
命的爱帮他暂时脱离了苦海。只有在西比尔面前，迪昂才露出真面目，显现出自己的真性格。虽然在西
比尔出场时，奥尼尔对其进行了一贯的妓女式外貌描写，例如：“乳房丰满，屁股肥大”，“慢腾腾、
懒洋洋，像野兽的动作，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似的恍惚，反映出深沉的、本能的激动”[8]。让读者对她留
下低俗无趣、嗤之以鼻的印象，但同时这也更加反衬出她在后来呈现出的爱和领悟。西比尔曾表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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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拿自己的真面目去困惑他们。我只让他们看到我是一个妓女。……我们双方都能保住自己真正的作
用”[8]，可以看出不同于在面具的覆盖下就慢慢自我怀疑的迪恩和布朗，她始终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身
份。所以面对西比尔，迪昂终于可以放下面具和防备，倾诉心绪。而西比尔也不同于玛格丽特那样只肯
承认戴上面具的他而无法接受真实的布朗，她懂得迪昂的内心，并称其为最神圣的存在。正是这份对生
命的宽容理解、以及对人的本质和自我的爱，使得迪昂跪倒在西比尔面前做祈祷，希望自己在爱的光芒
下得到救赎和解脱，重新找回生命的信仰。
不仅是迪昂，对于布朗来说，西比尔的存在也意义非凡。在迪昂去世以后，为了俘获玛格丽特的芳
心，布朗戴上迪昂的面具，开始着双重身份的生活，到后来甚至打算把原本的自己毁掉以彻底成为迪昂，
直到临死前布朗已近乎完全迷失，自我身份已岌岌可危。这时，西比尔再次登场，把布朗拉回现实，帮
助他找回自我的身份，给予他平静和安慰。在身边的人甚至是布朗自己都迷失在这双重面具之下的时候，
西比尔作为唯一一个愿意接受他真面目的人就显得更加可贵。在布朗似乎已经完全成为迪昂的时候，在
他临死前，是西比尔帮他摘下面具，帮他回归原始的自我，找到最终的信念。最后更是被赞为伟大的宇
宙母亲，帮助这两个唇齿相依的人完成统一并获得新生：“春天总是带着生命又回来！总是又回来！总
是，总是，永远又回来！”[8]。
与之前的妓女形象相比，西比尔和她们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更具有其突出的自身特点。一方面，与
其他妓女一样，西比尔同样持有对爱情和生活的热情和希望。正如刘琛(2004)所认为的那样：这些妓女都
不但能够从奉献中获得极大满足，而且也会实现谋求自身发展的理想——在体力和情感上变得比男人更
有力量，最终成为安妥他们灵魂的依靠[9]。她们关心爱护男人的过程，就是体会真实幸福的过程。她们
并不被动的顺从男人的欲望，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男人的世界里，安放自己心中的那份爱。另一方面，西
比尔在这里还代表了更复杂更深沉的对生命的大爱，正如她所宣称的：“建造一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
爱嘛！咱们爱的是生活的精华，嗨，就是生活的丰富多彩”[8]，所以她才能够回答布朗的提问，指明迪
昂对女人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他的生气勃勃。西比尔心中怀有的大爱也使得她成为全剧最有生命力和真
实感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众人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

4. 结语
在尤金奥尼尔的剧作中，虽然男性角色占据着突出主导的地位，但他对女性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关
注，其中虽不乏消极被动的女性角色，但奥尼尔塑造出的那些有着强烈占有欲和自由意志、性格鲜明有
力、丝毫不逊色于剧中男性主人公的妓女形象更加引人瞩目。奥尼尔善于给予他的女性角色以双重性：
一面是病态冷酷的妓女特性，另一面是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爱的化身，这种特性在妓女角色身上体现得
最为明显。对于奥尼尔作品中的妓女而言，放荡的外形和不堪的过去都无法掩盖她们心中那份神圣纯洁
的爱，无论是对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面对现实的残酷和物质的贫乏，爱是她们的动力和精神支柱，也
是解救那些心灵无家可归、对生活不知所措的男人们的法宝。不同于人们想象中认为妓女只是玷污生活
的肮脏的魔鬼，是女人的仇恨以及爱情的扼杀者，奥尼尔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向读者展示了妓女们不为人
知的另一面，那就是深埋在她们心中爱的种子在逆境中仍能悄悄成长发芽。随着妓女形象的愈加深刻丰
满，剧中男主人公对爱的理解也愈发透彻，这也反映出作者自身对爱一步步深入的认知。总而言之，这
些妓女不能只被当做论证其他观点的工具，而应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因为爱的力量让她们的形象和心灵
神圣得无以复加，在暗夜中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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