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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澳大利亚在二战末期开始调整外交军事战略，转向亲近美国以确保自身的安

全利益，并在朝鲜战争及冷战中通过出口贸易实现经济起飞。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大利

亚变成了一个物质富足、对外交流频繁、成批移民涌入的国度，为文学创作和批评营造了

良好氛围。随着澳大利亚文学课程在高校的开设和普及，专业性期刊杂志相继问世，批评

主体、载体、方法和内容上均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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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步入

了专业化阶段，这与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当北半球激战正酣时，坐落在南

半球的澳大利亚由于没有大规模卷入混战，经济

发展未受到重大影响。在朝鲜战争与冷战中，澳

大利亚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为国家发展奠定了雄

厚的物质基础。二战以后，随着交通方式和通讯

技术的革新，澳大利亚正式结束偏居一隅、自给

自足的生存状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呈

现出汇入世界潮流之势。曾经狭隘、封闭、自卑

的“岛国心理”被与日俱增的民族自信所取代，

并于20世纪中叶迎来了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

代。作为社会精神风貌的风向标，文学总体上呈

现出开放、包容、批判之象。伴随物质财富的积

累，澳大利亚社会矛盾变得日益尖锐，精神危机

也日渐显露，这就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和发展

培育了合适的土壤。60年代，姗姗来迟的现代主

义终于酿成蔚然之势震撼澳洲文坛，打破了现实

主义文学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独霸天下的局面。

文学创作的繁荣、高等教育的普及、欧美批评理

论的引入等多种因素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

发展。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文学作为一门课程

走进了大学课堂，各个高校开始设立澳大利亚文

学教授职位。课程教学带动了学术研究，不仅从

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而且专业

化的文学批评期刊杂志相继问世。自此，澳大利

亚现代文学批评正式进入了专业化时代。

一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澳大利亚现代

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

纪40年代末，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经历了深刻变

化：欧洲尚深陷于经济困境泥沼，难以自拔；作

为二战中最大的受益国，美国一跃成为名副其实

的超级大国，苏联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领

头羊，与之相对立。1947年，美国出台杜鲁门主

义，冷战的序幕拉开，世界局势再次呈现出风云

诡谲的态势。崛起后的美国野心勃勃，于1948年

启动欧洲复兴计划，对西欧各国实施经济援助，

以抗衡苏联势力的扩张。通过与受援国家签署一

系列苛刻协定，美国进一步扩大了自身影响。与

北半球的冷战态势相比，南半球的局势稍显平静。

澳大利亚正以其独特的眼光，密切注视着国际时

局的变化，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外交、经济

战略。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战略调整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已初露端倪。在这次重塑世界格局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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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中，澳大利亚逐渐远离对英国政治外交政策亦

步亦趋的被动状态，转而亲近经济与军事实力日

益强大的美国。尽管澳大利亚于1901年已宣布独

立建国，但依然无法摆脱英国的影响，基本上依

附于母国奉行的“集体政策”。英国卷入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作为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随即宣布参

战，孟席斯（Robert Menzies，1894-1978）政府

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向英国输送粮食和军需、招

兵买马组建远征师团、进行军火与军需生产等。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尽管澳大利亚远离主战

场、偏居南半球，但其本土同样遭到战火侵袭。

1941年底，日本南下东南亚，摧毁了英国部署在

新加坡的军事力量，消除了澳大利亚最后的安全

屏障。1942年2月，英军司令官宣布投降，澳军

被俘16000人。1紧接着日本空袭澳大利亚北部港

口达尔文，震动朝野，澳大利亚强烈感受到了来

自亚洲国家的安全威胁（当时主要指日本）。澳大

利亚政府认为英国在新加坡保卫战的失利是“不

可原谅的背信”，柯廷总理（John Joseph Curtin，

1893-1945）当即决定撤军，并拒绝被调往参加缅

甸保卫战。2这个地缘上临近亚洲的“欧洲文化孤

子”意识到英国国力渐萎，难以保护自己，转而

倾向与美国结成同盟。在太平洋地区有着广泛利

益的美国及时介入澳洲地区，与澳大利亚并肩作

战共同阻击日本。1942年5月，在珊瑚海和中途

岛战役中，美国成功阻截日本海军南下，消除了

日本大举入侵澳大利亚的可能性。英国国力的衰

退、澳美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美军骁勇善战的军事

表现促使澳大利亚在政治战略上“疏英亲美”。正

如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汤姆·英格利斯·摩尔（Tom 

Inglis Moore，1901-1978）所指出的那样，“作为

自由的人民，他们（澳大利亚人民）需要依靠援

助，而此时的援助不再来自伦敦，而是来自华盛

顿。”3看清局势后，时任外交部长的赫 · 维 · 伊

瓦特（H. V. Evatt，1894-1965）利用二战的机

遇，从英国手中夺回军事权与外交权。在太平洋

战争末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订了《澳新协定》

（The Australia-New Zealand Agreement，1944）旨

在重新部署西南太平洋的安全防御力量。外长伊

瓦特强调：“我们的根本利益必须维持于太平洋

地区。显而易见，澳大利亚在这些地区将发挥领

导作用”。4通过与新西兰联手，澳大利亚希望增

强自己在太平洋乃至在世界政坛中的影响力与话

语权。

然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独立，尤其

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使澳大利亚感

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并认为这些安

全威胁不亚于日本空袭。随着国际局势紧张的加

剧，澳大利亚进一步坚定了追随美国的战略决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事件将美国的战

略重心由原先的欧洲转移到了亚洲。澳大利亚企

图抓住这次机遇，挑明本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

立立场，拉近与美国的关系。时任外长的珀茨 ·斯

彭 德（Percy Spender，1897-1985） 在1950年7月

的议会上表达了与美国建立密切合作的想法。为

了彰显外交、军事的独立自主而非英国的附庸，

斯彭德在总理孟席斯缺席的情况下抢在英国之前

对外宣布参战决定，且打破常规，派遣地面部队

出兵朝鲜。1954年9月，以遏止东南亚共产主义

运动发展为目的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澳大利

亚急忙宣布对包括越南吴庭艳政权在内的东南亚

国家进行经济援助，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

展。在国内，焦虑紧张的孟席斯政府大肆渲染红

色恐惧，数次试图取缔国内共产党，甚至于1950

年出台《解散共产党议案》（Communist Party 

Dissolution Bill），后因政府中左翼势力的反对并

未成功，这一事件对澳大利亚国内的左翼批评产

生了很大影响。

在经济上，相比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

国家，远离主战场的澳大利亚非但没有受到重创，

反而在接踵而至的朝鲜战争、美苏冷战中发了一

笔战争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由

1 Stuart Macintyre,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2.
2 Stuart Macintyre,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3.
3 T. I. Moore, Social Pattern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ngus and Robertson (Publishers) PTY Ltd, 1971, p. 34.
4 H. V. Evatt, Foreign Policy of Australia, Angus and Robertson (Publishers) PTY Ltd, 1945,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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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与以苏联为首、由东欧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

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进行了“相互遏制，不动武

力”的竞争。得益于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澳大利

亚借机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羊毛、小麦和乳制品。

同时冷战引发的军备竞赛也刺激了对于金属矿产

资源、尤其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需求。澳大

利亚的矿产出口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从而快

速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带来的机械

文明，使不少的蓝领工人晋升至白领阶级，第三

产业服务业逐渐兴起；但这也让许多工人面临失

业、低薪等问题，劳资矛盾逐渐激化。1961年的

人口普查显示，城市人口占据总人口的81.94％，

并呈现出高度集中化的特征，州会城市容纳澳大

利亚一半以上人口，其中四个州会城市的人口数

占各州人口的一半以上。1澳大利亚成为了城市人

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分别比美国、日本、英国和

加拿大高出5.5%、9.7%、11.6%和14.8%，大幅度

超乎人们的预期。2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化的推

进，澳大利亚人告别了紧衣缩食的日子，可支配

收入增加，购买力日益增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思想观念。便捷的交通增强了人口流动性。

飞机取代轮船提高了人们出行的效率，多条国际

航线的开通“缩短”了澳大利亚与外部世界的距

离。人们开始举家出国旅游甚至在海外定居。60

年代初，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每三个澳大利亚

人中就有一个拥有汽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

放弃了公共交通工具，选择自己开车上下班，也

使得居民区向郊区扩展。交通工具的变化还创造

了新的休闲娱乐方式，汽车剧场、汽车旅馆应运

而生。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普及大大减

轻了家庭主妇们照料家务的负担，同时也改变着

她们的家庭角色。许多家庭主妇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1947年至1961年间，在职员工中已婚妇女的比

例增加了4倍。3 1956年，澳大利亚进入了电视时

代，这为澳大利亚人了解外界资讯开拓了新渠道。

由于澳大利亚崇尚美国文化，大量美国的电视剧

进入澳大利亚人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同样引人注目的另一大社会特征是战后的移

民潮和婴儿潮。二战后，谋求新发展的澳大利

亚在保障经济繁荣的同时，强化了国土安全意

识。但750万的战后国内人口并不能满足国防安

全的需要。于是澳大利亚政府将目光转向海外，

希望通过引进移民增加人口数量，甚至提出“要

么移民，要么消亡”（Populate or perish）的口

号。1945年，工党议员亚瑟 · 卡尔韦尔（Arthur 

Augustus Calwel，1896-1973）担任澳大利亚第

一位移民部长，确定了人口年增长2%的目标，

其中一半要靠输入新移民来实现。41947年，澳

大利亚启动欧洲移民计划（European migration 

program）。在占澳大利亚总人口六分之一的移民

中，约三分之二来自欧洲的意大利、荷兰、德国、

希腊、波兰等国家。他们称自己为“新澳大利亚

人”（new Australian）5。新移民为澳大利亚注入

了新鲜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澳大利亚渐渐摆

脱偏执与仇外心理等本土观念的束缚，变得日益

包容开放，整个社会彰显国际化色彩。此外，随

着战后结婚率与生育率的提高，澳大利亚迎来了

婴儿潮。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

尤其是将澳大利亚文学纳入课纲之中的举措，为

其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澳大利亚加速追赶上世界的发展步伐，以及

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迁为文学创作提供

了新的素材，并在作品内容和形式上呈现超越澳

洲大陆局限的趋势。同时，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

澳大利亚也开始面临因资本主义发展而激化的各

种社会矛盾，这些时代风貌的独特性都以这样或

者那样的方式反映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

1 Year 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o. 51, 1965, p. 260-7.
2 Taken from the analysis of statistics in the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65, and the Commonwealth Year Book 1965.
3 Stuart Macintyre,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23.
4 Stuart Macintyre,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2.
5 卡尔韦尔创造了“新澳大利亚人”（new Australian）这一名称，鼓励不同背景的移民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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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作品从来不是个人想象力的信马由

缰，或兴奋大脑中与世隔绝的随想曲，而是当代

风尚的书写、精神的表现”。1文学作品不可能脱

离社会语境自行生产，它必然受到深层社会根源

的影响。持这一观点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汤

姆 · 英格利斯 · 摩尔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社会

结构》（Social Pattern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一

书中，详述了十种核心社会结构在文学作品中的

体现，并通过追溯民族心理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

演变，探究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丛林的原初影响已经逐

渐被高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的更为强劲的影响

所替代。社会结构正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变化着，

这些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劳森（Henry 

Lawson，1867-1922）、弗菲（Joseph Furphy，

1843-1912）、万斯 · 帕尔默（Vance Palmer，1885-

1959）等人古老而传统的价值观念被帕特里克 ·怀

特（Patrick White，1912-1990）、克里斯蒂娜 · 斯

特德（Christina Stead，1902-1983）以及A. D.霍

普（A. D. Hope，1907-2000）等作家径然不同的

价值观所取代。”2

诚如摩尔所言，战前的文坛带有强烈理想

主义色彩和民主主义气息，偏好凸显民族特色、

编织民族神话，或有文化孤立主义之嫌，战后

五六十年代的文坛则展现出一种自信、包容、辩

证之势，见证了许多佳作的诞生。G. A.维尔克斯

（G. A. Wilkes，1927- ）评论说“1955年是值得被

尊为里程碑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帕特里克 · 怀

特的成名作《人之树》（The Tree of Man）一经问

世便轰动海内外，A. D.霍普发表了第一部诗集

《漫游岛》（The Wandering Islands），雷 · 劳勒 (Ray 

Lawler，1921- )最著名的剧本《第十七个玩偶的

夏天》（Summer of the Seventeenth Doll）首次搬上

舞台。文学艺术的三种形式——小说、诗歌、戏

剧，在这一年里密集地爆发盛况”3。澳大利亚出

版业的独立发展对民族文学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出版业一改战前被伦敦所牵制的被动局面，多家

当地独立出版公司纷纷在墨尔本与悉尼成立，如

爱德华与肖（Edwards & Shaw）、尤尔 · 史密斯

（Ure Smith）、F. W.柴郡与乔治亚出版社（F. W.  

and Georgian House）等。4根据《澳大利亚文学

纪录》（Annals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的不完全

统计，60年代的小说出版量是50年代的两倍，而

诗歌和评论的出版量则是50年代的三倍之多。5

在小说、诗歌、戏剧这三类主要的文学艺术

体裁中，小说的繁荣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回溯澳

大利亚小说的发展，作为民族文学奠基人的劳森

在19世纪90年代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为澳大利

亚人筑造了一座“精神家园”（a spiritual home）。

由于文学历史短暂，澳大利亚人对于这些能够彰

显民族身份、象征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的写

作风格分外珍惜，甚至将其奉为正统。在通讯不

发达的年代，“无情的距离”使澳大利亚远离英美

思潮的影响，于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文坛一直保持

着霸主地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澳大利亚

共产党的发展与工人阶级队伍的日渐庞大，左翼

作家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成为了文坛的主流。在

日丹诺夫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下，

他们的作品反映阶级斗争以及工人阶级在现代城

市的困顿和挣扎，例如朱达 · 沃顿（Judah Waten, 

1911-1985）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生活，弗兰

克 · 哈代（Frank Hardy, 1917-1994）和约翰 · 莫里

森（John Morrison, 1904-1998）心系码头和办公

室的工人们，多萝西 · 休伊特（Dorothy Hewett, 

1923-2002）牵挂在工厂劳作的社会底层。然而，

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过于注重对现实表

1 H. A.Tain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H. van Laun (Edinburgh 1873), 4 vols, Vol.I, p. 1b.
2 T. I. Moore, Social Pattern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ngus and Robertson (Publishers) PTY Ltd, 1971, p. 1.
3 G. A. Wilkes, The Stockyard and the Croquet Lawn: Literary Evidence for Australian Cultural Development, Edward Arnold 

(Australia) Pty Ltd, 1981, p. 117.
4 David Carter, “Publishing, patronag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from 195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ed. Peter Pier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4.
5 Grahame Johnston, Annals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1970], 2nd edn, ed. Joy Hooton and H. P. Heselt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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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逼真刻画，疏于挖掘更深层次的心理和精神

等主题内容，诸如战后人们对于性、性别、家庭、

宗教和道德等问题的认识转变。1这一现象受到了

学者的诟病。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以怀特

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开始以有别于文学传统的

写作风格在澳大利亚文坛独领风骚。在这一阶段，

昌明的科学技术淡化了人们的宗教信仰，资本主

义发展带来了消费主义盛行，机器文明背后是人

们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和越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澳大利亚人在享受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尝到了精

神危机苦果，这为接受现代主义文学培养了相应

的土壤。便捷的交通和日益发达的通信将澳大利

亚从孤立的地理环境和心理环境中解放出来，使

人们能够迅速了解欧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内

部环境的变化和外部思潮的影响使得现代主义小

说在澳大利亚文坛迎来了“内呼外应”的局面。

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诗

坛依然是欧洲古典主义的天下，秉承古典主义文

风，直至60年代末，才出现象征主义、超现实主

义和印象主义竞相繁荣的局面。在三四十年代就

确立了文学地位的A. D.霍普、詹姆斯 · 麦考利、

朱迪斯 · 赖特（Judith Wright，1915-2000）继续推

崇典雅、工整的古典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诗歌

尝试。“厄恩 · 马利骗局”（Ern Malley Hoax）使

提倡现代主义的“愤怒的企鹅”运动惨遭灭顶之

灾 2，即是明证。60年代末，以文森特 · 巴克利

（Vincent Buckley，1925-1988）、克里斯 · 华莱

士 · 克雷布（Chris Wallace-Crabbe，1934- ）为代

表的一群新诗人登上诗坛，向传统古典主义创作

手法宣战，将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融入诗歌创作。

由于诗歌篇幅短小，便于避开新作审查和解决出

版难题，新诗人便利用复印技术将作品迅速传播

开去。《新诗刊》的成立与发行象征着现代主义在

诗坛的正式着陆。60年代，曾经令马克斯 · 哈里

斯（Max Harris，1921-1995）名誉扫地、身败名

裂的厄恩 · 马利的诗歌于1961年再次出版，竟在

读者中流行起来。事件发生十多年后，反思“厄

恩 ·马利骗局”，那些“随意翻阅各书，取出一字，

凑成词组”拼成的诗歌，无意间用了“拼贴”的

技巧，突破了传统叙事手法，成为了先锋派诗歌

的早期探索，为拓展读者的文学视野，提升审美

能力做出了独特贡献，也为丰富澳大利亚文学创

作的多样性和提升深刻性开辟了新的路径。

相比于次第花开的小说界和诗歌界，戏剧界

的发展则显得迟缓而冷寂。二战后，科技进步丰

富了娱乐方式，这对澳大利亚戏剧的发展产生了

很大影响。无线电广播、电影院的普及给私人剧

院施加了生存压力。许多剧院为了生计改为播放

电影，剩下的那些则摇身变为灯红酒绿的歌舞杂

耍表演厅，或是蜕变成了通过表演音乐喜剧、模

仿海外剧作来吸引观众的场所。在私人投资为主

的剧院体系下，直接受票房影响的澳大利亚戏剧，

或是屈身逢迎大众趣味，或是俯首于外国创作而

陷入踯躅不前的窘境。这种情况直至1955年伊丽

莎白戏剧托拉斯的成立才被打破。该团体通过政

府出资，推动民族戏剧、歌剧与芭蕾舞团的发展，

提高行业的艺术表演水平。同年，由它推荐上演

的雷 · 劳勒的《第十七个玩偶的夏天》3票房高居

不下，在国内各地巡演后走出国门，被译为多种

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出，走出了澳大利亚戏剧的低

迷状态，获得了国际认可。《玩偶》的空前成功很

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日常

1 John McLaren, Writing in Hope and Fear: Literature as Politics in Postwar Australia.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6, p. 38.

2 “厄恩 · 马利骗局”（Ern Malley Hoax）与“愤怒的企鹅”运动：“愤怒的企鹅”运动提倡澳大利亚文学国际化，推崇先锋派
和超现实主义。发起人为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的马克斯 · 哈里斯（Max Harris 1921-1995），创办《愤怒的企鹅》杂志。该运动的拥
护者都是自视甚高、粗鲁喧闹的年轻人。但他们最后落入了詹姆斯 · 麦考利和哈罗德 · 斯图尔特两人所设下的圈套。据麦考利和斯
图尔特自己称，他们并无羞辱哈里斯之意，而是要证实其所赞赏的先锋派的荒谬。他们在一个下午，随手取来《牛津词典》、《引
语词典》、《韵脚词典》和一份关于美国某一沼泽地带蚊子滋生的报告，随意翻阅各书，取出一字，凑成词组，拼排出16首所谓现
代派诗，谎称系已故诗人“厄恩 · 马利”（Ern Malley）所作，寄往《愤怒的企鹅》杂志，主编哈里斯读后赞不绝口，并立即在该
刊1944年秋季卷上登出。尔后，两位诗歌的拼凑者即在当年6月25日的悉尼《星期日太阳报》上披露真相，引发了一场关于这些
诗可取与不可取的大辩论，并置哈里斯于全线崩溃的境地。这场辩论以哈里斯因“发表淫秽广告内容”罪处以5镑钱罚款并停办

《愤怒的企鹅》杂志而告终。这就是轰动整个澳大利亚文坛并使后人对它一直兴趣不减的“厄恩 · 马利骗局”。转引自黄源深《澳大
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3 以下简称《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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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足了城市居民的期待。在这部作品中，

“丛林好汉”传统民族形象遭到瓦解，长期信奉

的“伙伴情谊”信条受到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复

杂而脆弱的人际关系。劳勒的《玩偶》与艾伦 ·西

摩的《一年中的这一天》（The One Day of the Year, 

1960）等现实主义剧作的相继诞生标志着澳大利

亚戏剧的成熟与鼎盛。当举国欢庆现实主义戏剧

大获成功之际，国内剧坛一些现代主义作家难掩

失望之情，为国人无法洞察表层之下的精神问题

而忧心忡忡。尽管现代主义剧作渴望突破三幕正

剧的传统，为观众呈现更为深层的主题内容和令

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并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

但要真正汇成强势力量冲击剧坛，达到与现实主

义剧作媲美之势，还得等到60年代末的“新浪

潮”运动之后。

时移世异，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迎来了

一种更为辩证的精神。这一时期的作家们采取的

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具有差异性，但多将注意力

转向潜藏在“澳大利亚大空虚”（Great Australian 

Emptiness）表象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弊端。往昔独霸

文学作品情境的乡村，拱手让位于在工业化大潮发

展起来的城市，成为作家创作想象空间的新宠。在

60年代，更具想象力、更具创新性地探索心灵世

界的现代主义，先后引发小说、戏剧、诗歌创作

风格的变革，并逐步在澳大利亚文坛站稳了脚跟，

成功撼动了现实主义传统在澳大利亚文坛一枝独

秀的霸主地位，形成与20年代欧美现代主义文学

足以媲美的态势 1。克莱门特 · 塞姆莱尔（Clement 

Semmler,1914-2000）曾说“或许日后看来，60年代

将作为澳大利亚文学的涨潮阶段为人铭记”。2

三

五六十年代，随着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日益繁

荣和大学生规模的扩大，澳大利亚文学是否有资

格成为大学课程内容，成为了高等教育普及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引发了学院外激进民族主义

与学院内“新批评”和利维斯主义之间的激烈

争论 3。5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大学中的文学课

程几乎全部是英国文学的内容：学生们学习弥

尔顿、蒲柏、艾略特等人的诗歌，奥斯汀、狄

更斯、阿诺德等人的小说，以莎士比亚为主的

戏剧。4英国文学在澳大利亚大学地位的确立可

追溯至20世纪初，“当时的澳大利亚大学几乎都

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显然，英国设置这些席位的

目的在于通过文学教学培养澳大利亚人对英国文

化的热爱，加强英联邦内部的情感联系，巩固英

国对澳大利亚人的情感控制”5。大学的扩建提

供了许多英国文学教职，吸引了许多拥有英国学

术背景的学者们争相加入。“新批评”与利维斯

主义随着他们一同进入了大学课堂。由于深受英

国文学影响，这些教师强调一种普世的文学价

值标准，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尚未达到像英

国文学那样高的标准，因此没有资格成为教学

内容。但以帕尔默、迈尔斯 · 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 1879-1954）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们凭

着对本土文学的钟爱，有意扶持其发展壮大，认

为澳大利亚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澳大利亚学

堂。50年代，万斯 · 帕尔默的《90年代的传说》

（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 1954）、A. A.菲 利 普

斯（Arthur Angell Philips, 1900-1985） 的《 澳 大

利 亚 传 统 》（The Australian Tradition, 1958） 和

拉塞 · 沃德（Russel Ward, 1914-1995）的《澳大

利亚传说》（The Australian Legend, 1958）这三

部作品的面世充分肯定了澳大利亚文学传统的

价值，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感，成为澳大利亚

文学进入课堂的合法依据。文森特 · 巴克利、A. 

D.霍普、迈尔斯 · 富兰克林等作家学者相继发表

了《走向澳大利亚文学》（“Towards an Australian 

Literature”）、《澳大利亚文学的标准》（“Standards 

1 黄源深，《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为何姗姗来迟》，《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第55页。
2 Clement Semmler and Derek Whitlock, Literary Australia, F. W. Cheshire Pty Ltd, 1966, p. xi.
3 John Docker,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Reading Australian Literature, Ringwood, vie: Penguin Books, 1984, p. 83.
4 Harry Heseltine, In Due Season: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North Melbourne: 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2009, p. 21.
5 Leigh Dale, The Enchantment of English: Professing English Literature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2. 转引自 陈振娇，《新批评与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开设》，《国外文学》 2016 年第3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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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ustralian Literature”）、《澳大利亚文学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等文章参与

论战。“新批评”者则把守着大学课堂的门槛，应

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次次冲击。论战以极具智

慧的“妥协”告终，如巴克利所提议的那样，选

取一部分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伟大作品”1建

构澳大利亚文学经典。这一想法在杰弗里 · 达顿

（Geoffrey Dutton, 1922-1998）所编的选集《澳大

利亚文学》（The Literature of Australia）和格雷汉

姆 · 约翰斯顿（Grahame Johnston, 1929-）的《澳大

利亚文学批评》（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 1962）

中得到体现。两本选集为澳大利亚文学教学内容

确定了经典范围，确立了澳大利亚文学与批评标

准。1955年，澳大利亚文学首次作为一门课程走

进了大学课堂（堪培拉大学学院，后为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1962年，悉尼大学首次设立澳大利亚

文学教授职位，G. A.维尔克斯成为国内第一位澳

大利亚文学教授。自此，各所大学纷纷开设澳

大利亚文学课程，开启了澳大利亚文学体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进程。向来缺乏专业传统

和文化自信的澳大利亚文学开始在创作、出版、

文学普及和批评等领域走上正轨。A. A.菲利

普斯曾经发表《文化奴婢主义》（“The Cultural 

Cringe”）2,痛斥澳大利亚人内心深处“劣等民族

的自卑情结”3。在70年代的另一篇文章中，他

感慨道，“50年代的他们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澳

大利亚文学也能被纳入欧美高等院校的文学课程

之中”。4

澳大利亚文学走进大学课堂也推动着澳大利

亚文学批评的转向，这主要体现在批评的主体、

载体、方法和内容几个方面。首先，文学批评主

体专业化。在文学批评发展进程的前50年，从事

文学批评的主体在发展初期时多为新闻记者和报

刊编辑，包括部分从事文学创作的“非学院派”

作家。除诺尔曼 · 林赛（Norman Lindsay, 1879-

1969）、耐蒂 · 帕尔默（Nettie Palmer, 1885-1964）

和其他少数批评家之外，大多数撰写批评文章的

人士都未接受过大学教育。其文章也多刊登在商

业报纸的文学副刊。这些文学批评的短文面向通

俗大众，辞藻朴素，但缺乏学术性。例如，被视

为“澳大利亚第一位专业文学评论家”的A. G.

史蒂芬斯（A. G. Stephens, 1865-1933）就是新闻

记者出身，从事过印刷、编辑等工作，他通过自

学成才，最终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到

五六十年代，随着澳大利亚文学的蓬勃发展，越

来越多的高校学者加入了批评研究队伍，使批评

主体中的“学院派”比例不断增加。他们受过严

谨的学术训练，其中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在大

学教授文学课程。其中也不乏一些“作家学者”，

如A. D.霍普、朱迪斯 · 赖特、文森特 · 巴克利、

詹姆斯 · 麦考利等。由于他们身兼作家和批评家

两种身份，因此他们的评论往往更具有信服力；

与此同时，课堂成为了他们灌输美学价值、培养

青年人才的主要阵地，这为推动澳大利亚文学批

评向更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文学批评载体专业化。澳大利亚文

学批评家戴维 · 卡特（David Carter, 1957-）曾

在论文中提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评论形式短

小，零星出现在一些周报或月报上。唯有《公

报》（Bulletin, 1880-）留出固定版面连载文学评

论，这一时期专业期刊和专著十分稀缺”5。《公

报》是一份受大众欢迎的商业周刊，刊登内容

宽泛，读者庞杂，缺乏学术性。40年代，《南

风》（Southerly, 1939-）和《迷安津》（Meanjin, 

1940- ）两本学术杂志“将正规的批评文章引入

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6。《迷安津》1940

1 Leigh Dale, The Enchantment of English: Professing English Literature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61.转引自陈振娇，《新批评与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开设》，《国外文学》 2016年第3期，第56页。

2 采用黄源深的翻译，彭青龙，《彼得 · 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页。
3 彭青龙，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外国语》，2006年第3期，第59页。
4 A. A. Philips,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1940s and 1950s: A Personal Account”, Intellectual Movements and Australian Society, 

edited by Brian Head and James Wal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 1988, p.143.
5 David Carter, “Critics, writers, intellectuals: 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ed. Elizabeth Web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69.
6 Brian Kiernan, Criticis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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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刊发行一年后从纯诗刊转向文化政治领域，

1943年改为季刊，具有较严谨的学术规范。1945

年，《迷安津》由布里斯班迁到墨尔本，加强了

与高校的联系。五六十年代，众多专业的文学

期刊，如《陆路》（Overland, 1954- ）、《四分仪》

（Quadrant, 1956-）、《西风》（Westly, 1956- ）等纷

纷创刊发行，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开辟了新阵

地。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文学杂志《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在塔斯

马尼亚大学问世，每年定期出版澳大利亚文学参

考书目与研究报告，为众多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者

和爱好者提供研究指南。文学载体的转变也意味

着读者群的变化——由教育程度、审美能力、品

味爱好参差不齐的普通大众，转变为具备一定鉴

赏能力与研究能力的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

第三，文学批评方法专业化。四五十年代，

由于受到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影响，聚焦工人阶级

生活、描写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社会现实主义

作品成为澳大利亚文坛主流。1949年，J. D.布莱

克（J. D. Blake）担任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后，

进一步号召作家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作品。除了认真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

义理论精髓外，作家还应“与文学批评家打交道，

培养出一批文学批评家来”。1这时的左翼批评与

民族主义批评不谋而合，希望借民族主义传统，

增强自身阐释文学的合法性，实现阶级斗争思想

与意识形态的输出。在60年代，借大学课堂传播

影响的“新批评”，其主张与左翼民族主义批评势

不两立，它注重文本的本体特征，将文学研究的

注意力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文本的政治性、历史

性和社会性上转移到文本自身内部。“新批评”强

调，文学批评应该关乎道德和基于文本本身，属

于形而上的范畴。在这一点上，“新批评”将现

代主义文学从左翼民族主义批评的阶级意识囹圄

中解放出来，并掀起重估文学经典的浪潮。同时，

他们认为左翼民族主义批评模糊了社会学、政治

学与文学的界限，与“正确”解读文本背道而驰。

由于“新批评”的批评方法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

合，其所提倡的“细读”（close reading）文本阅

读方法行之有效，因而很快通过课堂得到普及，

从而改变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范式。从英国输

入到澳大利亚的“新批评”打破了澳大利亚批评

界长期以来的背景主义批评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自此，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结束了理论滞后的状态，

并于七八十年代成为欧美各种文学思想和批评理

论的试验场。

第四，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内容专业化。随着

澳大利亚文学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专业文学期

刊逐渐增多，文学批评的内容也开始向纵深发

展，这主要体现在批评家们开始进行比较文学研

究和对作家作品重新评估这两个方面。《公报》杂

志的《红页》（Red Page）主编道格拉斯 · 斯图尔

特（Douglas Stuart, 1913-1985）在《都柏林与丛

林》（“Dublin and the Bush”）中将亨利 · 劳森与詹

姆斯 · 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作品进

行平行研究。朱迪斯 · 赖特在研究澳大利亚诗人

查尔斯 · 哈珀（Charles Harpur, 1813-1868）的作

品时，得出其受雪莱和华兹华斯影响的结论。当

左翼批评与民族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的面前逐

渐式微之时，批评家们开始重新审视曾经被批评

界追捧或贬斥的作品。例如G. A. 维尔克斯出版了

其硕士论文《布伦南诗歌新论》（New Perspectives 

on Brennan’s Poetry），为克里斯托弗 · 布伦南

（Christopher Brennan, 1870-1932）正名。在这部

作品中，维尔克斯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布伦南

诗歌中的象征主义，阐释了蕴含其中的哲理，为

这位曾被低估了学术价值的现代主义诗人辩护。 

H. P.赫塞尔廷（Harry Peyne Heseltine, 1931- ）则

对现实主义文学鼻祖亨利 · 劳森的作品进行重估。

他在《四分仪》、《陆路》杂志上先后发表《圣亨

利——我们伙伴情谊的使徒》（“Saint Henry －

Our Apostle of Mateship”）和《生死之间：劳森

艺 术 的 根 基 》（“Between Living and Dying: The 

Ground of Lawson’s Art”），向激进民族主义思想

挑战，用形式主义批评重新解读，试图证明劳森

的作品誉过其实。但事实上，当形式主义者们对

1 转引自 王腊宝 ,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6月，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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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民族主义者的价值评判标准说三道四的时候，

自身也可能因过分关注形而上主题而使评判价值

失准，落入相似的窠臼。

约翰 · 多克（John Docker, 1945- ）说：“随着接

受了专业学术训练的批评家进入大学英语系，澳

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在五六十年代真正兴起了”。1

虽然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文学体裁研

究不平衡，相比于诗歌和小说，戏剧的批评研

究少有人问津；与欧美相比，文学批评理论长

1 John Docker,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Reading Australian Literature, Ringwood, vie: Penguin Books, 1984, p. 86.

期滞后等等，但在批评主体、批评载体、批评

方法和批评内容等多个方面均发生了较大转变。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正式告别了报纸角落，将研

究阵地转移至大学课堂与专业期刊杂志，步入

了专业化阶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责编：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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