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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zing studies of Edgar Allan Poe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hile many studies repeat earlier ones with their focuses on Poe’s classics, the
theme of death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there are researches which substantially expand the
scope and depth of Poe studies. The most notable ones are those studies on Poe’s humorous novels
and science fiction, which were largely ignored by critics, and other diversified new approaches to
Poe studies, such as narrative spac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Americanness in Poe’s works. In
the future, domestic research on Poe may head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diversific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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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理分析了近十年国内爱伦·坡小说和诗歌研究情况，认为多数研究聚焦经典作品、死亡主题及对
比研究，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但与此同时，研究范围和深度也有所拓展，如之前较少受到关注的幽默
类科幻类作品开始进入视野，研究主题和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如对爱伦·坡作品中的空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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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表征、美国性等问题的关注。未来国内爱伦·坡研究或向进一步多元化和深度整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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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 世纪美国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埃德加·爱伦·坡以神秘故事、恐怖小说闻名于世，被认为
是侦探小说的鼻祖，同时也是位杰出的诗人，美国首位文学评论理论家，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始于 20 世纪初，据盛宁先生[1]考证，最早为 1905 年 5 月号《女子世界》
杂志上刊登的他的短篇小说《金甲虫》，而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当属 1909 年鲁迅与周作人编译出版的《域
外小说集》。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爱伦·坡略显颓废、怪异的主题风格，在国内并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对爱伦·坡的研究才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以下本文将对近十年国内
爱伦·坡研究的新成果按照小说和诗歌的分类，进行一个梳理，并总结研究趋势。

2. 近十年国内对爱伦·坡小说作品的研究
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大体可分为恐怖神秘类、侦探推理类、幽默讽刺类、科学幻想类、道德内
省类、自然美景类等六大类[2]，近十年国内对于爱伦·坡小说的研究主要涉及前四类，其中又以研究恐
怖神秘类的最多，侦探推理类的次之，幽默讽刺类的较少，科幻类的最少。
就专著而言，目前研究爱伦·坡小说的专著较少，主要有以下几部：任翔的《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
抉择——爱伦·坡与侦探小说探究》[3]、朱振武的《爱伦·坡小说全解》[2]、于雷的《基于视觉寓言的
爱伦·坡小说研究》[4]。任翔将爱伦·坡置于西方文化及美国 19 世纪工业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探究、
诠释其创作上文化的、哲理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朱振武则对爱伦·坡一生创作的近七十个短篇小
说进行了分类介绍、解读和鉴赏。于雷从作为美学观的“侧目而视”、作为批评/创作观的“侧目而视”
以及作为哲学观的“侧目而视”这三个维度，对爱伦·坡的“侧目而视”加以考察，并将“侧目而视”
与爱伦·坡的地缘文化身份相结合，回答其小说创作中的南方性如何从根本上表征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
“阈限性”。
就论文而言，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显示，自 2006 年至 2016 年，国内对爱伦·坡小说的研究文章达
280 余篇(不包括学位论文)。概述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特征：
其一，从研究范围来讲，对爱伦·坡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部经典作品上。《厄舍府的倒塌》、
《黑猫》、《泄密的心》、《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对《厄舍府的倒塌》的研究
热潮至今仍未消退。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针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文章多达 47 篇。近年来，研究范围有所
拓展，有学者开始关注爱伦·坡在国内较少受人关注的一些作品。代表文章有《<莫格街谋杀案>：居维
叶、剃须刀与种族主义》[5]、《<裘力斯·罗德曼日志>的文本残缺及其伦理批判》[6]等。前者[5]结合
19 世纪的博物学知识背景与 1838 年 5 月宾夕法尼亚发生的“混交”暴乱事件，对《莫格街谋杀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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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族主义问题进行文化诠释，而后者[6]则指出《日志》恰恰是通过文本的残缺实现了其完整的伦理批
判。
由于早先国内学者对爱伦·坡的关注偏重少数经典作品，也由于对幽默，尤其是对美国式幽默的理
解有失偏颇，鲜有对爱伦·坡讽刺类小说的研究，但近几年这一方面也有突破，出现了一些研究爱伦·坡
幽默小说的论文。《爱伦·坡幽默小说探源》[7]就是一个例子，该文章认为爱伦·坡以其独特的天分和
对美国早期本土幽默的传承创作了 20 多篇幽默小说，在这类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创作定势，既巧妙
地运用了美国本土喜剧和幽默故事的素材，也继承了其叙述模式，而在人物塑造方面还对传统人物进行
了别具一格的戏仿，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此外，爱伦·坡的科幻类小说也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主要论文有《爱伦·坡科幻小说的人文
关怀》[8]。该文试图把爱伦·坡的科幻小说置于其所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阐明他在开创现代科
幻小说过程中所具有的严肃性和高尚精神。研究爱伦·坡侦探推理类小说的主要论文为《爱伦·坡推理
小说源流考论》[9]，该文认为爱伦·坡对人性的思考和道德的诉求是其推理小说得以经典化的重要因素，
而雅俗合流的创作旨趣又是这一小说类别被广泛接受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原因。
其二，就研究内容而言，国内学者多关注“死亡”主题，也有对语言风格和艺术特点的研究。早期，
国内学者大多将目光聚焦在爱伦·坡小说的死亡主题上，尤其是“美女之死”这一主题，重复研究现象
较为严重。
当然，近年的主题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关注死亡主题时，不再仅局限于死亡主题的内涵，
而是拓展到该主题与作品表现形式之间关系的探究；此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爱伦·坡小说中的人格分
裂主题、现代主义主题、人性主题、爱的主题、密码主题等等。例如，《从“效果说”看爱伦·坡作品
主题的艺术表现框架》[10]将爱伦·坡的创作原则和审美取向与“效果说”结合起来，从气氛营造，场景
设计以及语言构筑等方面，探究爱伦·坡如何表现死亡主题，从而实现“效果说”理念。《爱伦·坡作
品的密码主题解析》[11]则指出爱伦·坡的密码文学作品，源自他坎坷的个人经历、非凡的想象力、深刻
的洞察力和独特的文学创造力。
其三，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中采用多样化的理论视角，比如原型理论、自体心理学、
文体学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美学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视角不仅有利于解码
爱伦·坡作品中的主题、创作风格、艺术特点，也能帮助我们揭开作为作家的爱伦·坡本人的内心世界。
如《罗德里克·厄舍的悲剧：从灵魂到肉体的毁灭——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剖析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
[12]在小说人物与爱伦·坡本人的性格之间建立起勾连。
比较文学的视角也是近年常见的方法之一。前期，国内学者更多将爱伦·坡与同其创作风格相似或
受其影响的作家(如鲁迅、蒲松龄、施蛰存、阎连科)，以及与其作品题材、主题相近的作品(如《聊斋志
异》、《考城隍》、《妮侬》)进行比较。如《试论施蛰存怪诞小说对爱伦·坡的超越》[13]认为，施蛰
存小说的怪诞表现为一种心理的怪诞，重在表现人类的一种“恐惧”心理，而爱伦·坡的小说重在渲染
一种“恐怖”的气氛，极力刻画一种恐怖的场面，但未曾走入人物的心灵世界。
然而，随着对爱伦·坡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对爱伦·坡与同其不同类型的作家、作
品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如《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红楼梦>与爱伦·坡小说的景物美》[14]、《〈红
楼梦〉与爱伦·坡作品的色彩美》[15]。在对爱伦·坡与国外作家和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一
直以来更多的是对爱伦·坡与同其创作风格相似或受其影响的作家以及与其作品题材、主题相近的进行
比较研究，如《爱伦·坡与霍桑小说创作比较研究》[16]、《哥特式风格在<鄂榭府崩溃记>和<献给爱米
莉的玫瑰>中的延异》[17]、《论爱伦·坡、柯南·道尔对西方侦探小说情节模式创立的贡献》[18]。
其四，除了继续对爱伦·坡的创作宗旨、美学原则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之外，近年来国内对爱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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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新态势，更加多元化，并且较之以往的研究也更与西方接轨。
首先，国内爱伦·坡研究也受文学批评中空间转向的影响，开始关注爱伦·坡作品中的空间叙事、
空间表征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爱伦·坡恐怖小说的空间再现》[19]，它以空间叙事学理论为基础，
分析爱伦·坡恐怖小说中的地形学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之间的互动。此外，也开始有研究重新
审视爱伦·坡与美国性，或者说爱伦·坡与 19 世纪的美国历史、社会、政治语境之间的关联，这不仅是
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 21 世纪西方爱伦·坡研究的一个趋势。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罗昔明的《论
作为民族文学构建者的爱伦·坡》[20]，该文从探讨爱伦·坡与 19 世纪民族主义文学团体“青年美国人”
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当时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之间的历史纠葛入手，藉此重新审视爱伦·坡的“美国性”，
展现了他的民族文学理念和建构策略。而于雷的《爱伦·坡与“南方性”》[21]一文，则试图回答爱伦·坡
文学创作中的“南方性”如何在根本上表征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阈限性”：一方面爱伦·坡与其他“旧
南方”时代的南方作家一样经受了民族文学内部的“他者化”(第一次否定)；另一方面他又借助“走出南
方”的姿态在区域文学内部实现了一次积极主动的“他者化”(辩证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这些研究
都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的爱伦·坡研究。

3. 近十年国内对爱伦·坡诗歌作品的研究
除了小说作品之外，爱伦·坡的诗歌创作也是学者研究的焦点。爱伦·坡一生共创作 48 首诗歌，其
创作受到欧洲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并以《乌鸦》、《安娜贝尔•李》、《致海伦》、《海中
之城》等作品蜚声诗坛。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爱伦·坡的诗歌研究热情高涨，论文数量虽不及其小说
研究数量，但也多达一百余篇。国内学者对爱伦·坡的诗歌研究，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诗歌主题、诗
歌的艺术特征、比较研究，以及对爱伦·坡所提出的诗歌理论的研究。
死亡、忧郁和美一直是爱伦·坡的诗歌中永恒的主题，国内学者对爱伦·坡诗歌主题的探究也多聚
焦在这几个方面，其中，被研究最多的便是死亡主题。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哲学、
原型批评、新批评等多种不同的解读方法来阐释“死亡”主题，并常在文中探讨死亡之阴郁在爱伦·坡
的诗作中出现的原因。但是，这类文章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死亡”主题，结论却往往类似，存在一定
的重复现象。
剥开死亡和阴郁的外衣，部分学者探寻了爱伦·坡的诗作中展现的美好的艺术与人生追求，如林书
舟和凌海衡在《海伦意象新辩》[22]一文中指出，爱伦·坡在《致海伦》一诗中，赞美海伦之美，并在结
尾将海伦比作赛姬，寄托了他对海伦结局的美好向往，认为该诗的主题是充满希望的。其次，关于爱伦·坡
诗歌中频频展现的女性形象，也是爱伦·坡研究中的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倾
城影匆·诗语流芳——爱伦·坡<乌鸦>的女性主义解读》[23]，该文认为《乌鸦》及其他诗作中女性话
语权的缺失和难逃的死亡命运，皆反映了爱伦·坡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创作思想。
爱伦·坡坚持“为写诗而写诗”，其诗歌大多是追求美的劳作，因此，其诗歌的审美价值及艺术特
征是学者关注的另一焦点。笔者在知网上搜寻到的 100 多篇有关爱伦·坡诗歌研究的论文当中，讨论其
诗歌艺术特点的论文便多达 57 篇，占据了爱伦·坡诗歌研究的半壁江山。但这些论文观点趋同的现象较
为严重，一般多聚焦在音乐美(韵律美和节律美)、意象美和修辞手法上，少有创见。除了音韵、意象和修
辞之外，爱伦·坡诗歌中的哥特式元素是广受关注的另一艺术特征，例如，在《哥特式的别样美丽：论
爱伦·坡<乌鸦>的哥特式风格》[24]一文中，徐婧和李成坚从意象塑造和写作手法两个层面诠释了《乌
鸦》中的死亡之美和哥特元素。另外，学者们同样注意到了爱伦·坡诗作的矛盾性(或荒诞性)，如李彦和
黎敏在《<安娜贝尔·李>中的悖论意象：天使、星月、爱情》[25]一文中详细讨论了《安娜贝尔·李》
中天使、星月和爱情三个悖论意象，指出正是这些非直接性的矛盾和悖论构成了爱伦·坡的诗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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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研究方面，比较对象集中在与其有相似主题的中国诗歌上，包括苏轼、孟郊、蒲松龄、元稹
等人的作品。其中，对比苏轼《江城子》的研究多达 5 篇，这类研究多从创作意图、表现手法等方面挖
掘中外两诗人诗作的异同。较有代表性的是唐臻娜的《李商隐与爱伦·坡诗歌中超自然描写之比较》[26]、
张君茹和郑飞的《死亡之美——论爱伦·坡与海子诗歌中里的死亡观念》[27]。其中，前者[26]指出李商
隐与爱伦·坡诗歌中皆有奇异的世界、单纯的感伤以及现实与幻境的交织，皆在超自然描写上浓墨重彩，
可谓隔空呼应；而后者[27]分别探究了爱伦·坡和海子的死亡观念及诗歌中的死亡主旨，认为爱伦·坡和
海子心中的死亡观念都表达出人类追求生命本质意义的努力，在实质上一脉相通。另外，也有学者将爱
伦·坡与国外诗人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他们在创作观念、艺术手法上的异同点，比较对象有雪莱、济慈、
迪金森等。较为新颖的是刘晓春和朱红东的《雪莱与爱伦·坡》[28]一文，文中论证了爱伦·坡自少年时
起便以雪莱为师，并阐述了雪莱对爱伦·坡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上的双重影响。
除了写诗，爱伦·坡在诗歌理论上也有所研究，在《诗的原理》和《创作哲学》等文中阐述了其对
诗歌创作的见解。因此，除了对爱伦·坡诗歌本身的多方面研究之外，也有不少对其诗论的研究。这类
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先立足于爱伦·坡的诗歌理论，再分析其诗歌作品如何体现其诗论，刘向朝的《爱
伦·坡的诗论和诗歌创作》[29]就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二是将爱伦·坡的诗作与诗论相结合，探讨爱伦·坡
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旨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朱振武教授的《爱伦·坡诗歌的创作旨归》[30]和《爱伦·坡
诗歌的美学表征和诗学理念》[31]两篇论文：《爱伦·坡诗歌的创作旨归》[30]将爱伦·坡的生活经历、
诗论和诗作结合探究，指出爱伦·坡的诗歌创作彰显出其在文化危机时代的艺术自觉，对现实困境和未
来的深刻反思，具有前瞻性；《爱伦·坡诗歌的美学表征和诗学理念》[31]则分析了爱伦·坡诗歌创作理
念的转变(由早期作品中的愤懑、逃避情绪到后期作品中由死亡、梦幻交织的神圣美)，和最终形成的独树
一帜的诗歌理论。

4. 近十年国内爱伦•坡研究特点及未来研究方向
综上，近十年来，国内对爱伦·坡的研究发展较快，研究成果颇多，研究面也较广，但仍然有不足
的地方。首先，国内对爱伦·坡的小说研究有待拓展，而对其诗歌的研究更需要加强。值得肯定的是，
近十年国内学者对爱伦·坡小说的研究热情高涨，研究的文章较多，且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不乏
见解独到的文章，但总的来说，研究视角相对单一，而且，研究相对集中在《厄舍府的倒塌》、《黑猫》、
《泄密的心》等几部名作上(见附表 1)。由此可见，研究视野和范围亟待拓宽，中国学者也需要发现新视
角来对爱伦·坡小说进行深入剖析，加强对其作品多元化的解读，并且尽力让爱伦·坡研究带有“中国
特色”，为世界范围内的爱伦·坡研究贡献一个中国视角。
相对于爱伦·坡的小说研究，中国学界对爱伦·坡的诗歌研究显得有些苍白。一方面，现有研究主
要是围绕爱伦·坡的几首名诗，如《乌鸦》等做出赏析或从精神分析，死亡主题等方面剖析。据笔者不
完全统计，其中研究《乌鸦》的文章有 32 篇，研究《安娜贝尔•李》的有 15 篇，《致海伦》的 3 篇，而
论及《钟声》、《海中之城》、《我发现了》的文章都各只有 2 篇。这说明国内对爱伦·坡诗歌的研究
不够全面，甚至可以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偏颇，忽视了对爱伦·坡大部分所谓非经典诗歌的研究。这同
时也指明了今后国内爱伦·坡诗歌研究的一个方向，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展现爱伦·坡的诗歌创作和
诗歌理论。显然，国内学界也意识到了诗歌研究中的问题。2012 年，曹明伦翻译的《爱伦·坡诗歌集》
出版，里面收录的大部分都是爱伦·坡鲜为人知的诗歌作品，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内对爱伦·坡
的诗歌研究。
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应放开视野，加强对爱伦·坡的文学创作的复杂性的洞悉，提高研究的广度和
宽度，甚至可以进行一些跨领域的关联研究，不断开拓，勇于创新，使中国的爱伦·坡研究在未来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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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更高水准。

基金项目
本文为安徽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 J10118520190 阶段性成果，指导教师：戚涛教授。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盛宁. 爱伦·坡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J]. 国外文学, 1981(4): 3-12.

[2]

朱振武. 爱伦·坡小说全解[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0.

[3]

任翔. 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爱伦·坡与侦探小说探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

于雷. 基于视觉寓言的爱伦·坡小说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5]

张虎. 《莫格街谋杀案》: 居维叶、剃须刀与种族主义[J]. 外国文学评论, 2013(1): 43-55.

[6]

于雷.《裘力斯·罗德曼日志》的文本残缺及其伦理批判[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4): 78-86.

[7]

朱振武, 程庆华. 爱伦·坡幽默小说探源[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4): 72-79.

[8]

朱振武, 吴妍. 爱伦·坡科幻小说的人文关怀[J]. 外国语, 2009, 32(6): 64-71.

[9]

朱振武, 吴妍. 爱伦·坡推理小说源流考论[J]. 外语教学, 2008, 29(1): 63-67.

[10] 曹曼. 从“效果说”看爱伦·坡作品主题的艺术表现框架[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3): 105-110.
[11] 岳夕茜. 爱伦·坡作品的密码主题解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12, 20(9): 97-98.
[12] 徐丹. 罗德里克·厄舍的悲剧: 从灵魂到肉体的毁灭——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剖析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J]. 辽
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7(2): 106-108.
[13] 翁菊芳. 试论施蛰存怪诞小说对爱伦·坡的超越[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0, 23(3): 72-75.
[14] 何劲虹, 唐旭光. 借得山川秀, 添来景物新——《红楼梦》与爱伦·坡小说的景物美[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10,
31(4): 35-40.
[15] 何劲虹. 《红楼梦》与爱伦·坡作品的色彩美[J]. 中华文化论坛, 2012(5): 143-147.
[16] 敬南菲, 陈许. 爱伦·坡与霍桑小说创作比较研究[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7(3): 25-28.
[17] 张晓平. 哥特式风格在《鄂榭府崩溃记》和《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的延异[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3, 34(6):
109-111.
[18] 尹鸿涛. 论爱伦·坡、柯南·道尔对西方侦探小说情节模式创立的贡献[J]. 前沿, 2012(8): 168-169.
[19] 李彤. 爱伦·坡恐怖小说的空间再现[J]. 天津大学学报, 2013, 15(5): 476-480.
[20] 罗昔明. 论作为民族文学建构者的爱伦·坡[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3): 41-51.
[21] 于雷. 爱伦·坡与“南方性”[J]. 外国文学评论, 2014(3): 5-20.
[22] 林书舟, 凌海衡. 海伦意象新辩——读爱伦·坡的《致海伦》[J]. 名作欣赏, 2010(9): 93-95.
[23] 赵瑞雪. 倾城影匆·诗语流芳——爱伦·坡《乌鸦》的女性主义解读[J]. 学习月刊, 2009(10): 31.
[24] 徐婧, 李成坚. 哥特式的别样美丽——论爱伦·坡《乌鸦》中的哥特式风格[J]. 新西部, 2010(2): 88-94.
[25] 李彦, 黎敏. 《安娜贝尔·李》中的悖论意象: 天使、星月、爱情[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0, 9(3): 89-91.
[26] 唐臻娜. 李商隐与爱伦·坡诗歌中超自然描写之比较[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15(2): 110-116.
[27] 张君茹, 郑飞. 死亡之美——论爱伦·坡与海子诗歌里的死亡观念[J]. 大学英语, 2011(2): 300-302.
[28] 刘晓春, 朱红东. 雪莱与爱伦·坡[J].名作欣赏,2013(33):124-126.
[29] 刘向朝. 爱伦·坡的诗论和诗歌创作[J]. 琼州大学学报, 2006, 13(4): 66-67.
[30] 朱振武. 爱伦·坡诗歌的创作旨归[J]. 英语研究, 2012(1): 25-31.
[31] 朱振武, 王二磊. 爱伦·坡诗歌的美学表征及诗学理念[J]. 外语教学, 2011(5): 65-69.

71

黄珊，章璇

附

表
Table A1. The number of papers (except dissertations)on Poe’s short stories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附表 A1. 近十年国内爱伦·坡小说研究论文(不包括学位论文)数量统计
小说

期刊论文数量

《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3

《凹凸山的故事》

1

《被窃之信》

4

《厄舍府的倒塌》

47

《黑猫》

29

《红死病的假面具》

9

《金甲虫》

1

《丽姬娅》

17

《罗德曼日记》

1

《莫格街谋杀案》

3

《莫雷拉》

1

《跳蛙》

1

《椭圆形画像》

7

《瓦尔德马先生病历之真相》

1

《威廉·威尔逊》

2

《陷坑与钟摆》

1

《泄密的心》

15

《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

20

《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

1

《钟楼里的魔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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