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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意识的缺失与觉醒

—以《祝福》和《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主人公命运为例

◎魏� 蔚

鲁迅的《祝福》和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呈现了传统中国和墨

西哥两种不同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社会底层妇女对命运遭际不同程度的反抗。

本文以作品中祥林嫂和蒂塔为例，探析同样是在风云变幻的革命背景下，女性在封建传

统的压迫、生理与心理的压抑及婚姻与爱情不幸的处境下，通过各自的抉择体现出的不

同程度的女性意识，进而探析造成她们不同命运的深层缘由。虽然是两部不同长度、不

同语境的小说，选取的两位女主人公出自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但是作家们都不约而同

地选择用女性来传达对社会的看法，两部小说的主题也具有相似性，都从深刻的历史文

化背景中去塑造人物，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揭示了在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中渗透着的

救赎观念。祥林嫂和蒂塔二人虽同是社会生活的弱者、被侮辱者与被迫害者，然而有着

相似命运遭际的两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从总体上看，在人物的命运结

局上，祥林嫂的命运要比蒂塔悲惨得多，而在对这两人命运的比较过程中，可以发现二

者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对个人悲剧命运的身份定位、反抗方式以及救赎观等方面。

1� 封建礼教桎梏下激起对命运反抗的共同性

祥林嫂和蒂塔都是活在底层的农村妇女，她们淳朴、善良、勤劳。然而受到封建礼

教的束缚，都失去了享受婚姻自由的权利。

祥林嫂有过两次婚姻，都很不幸。第一次嫁给了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夭折了。

对于这段婚姻鲁迅先生这样描述：“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

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

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仅仅几句话，就可以知道祥林嫂的第一段

婚姻并不幸福。试想祥林嫂初到鲁四老爷家打工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此时丈夫已经

过世了，那么嫁到祥林家，面对十多岁的丈夫，祥林嫂能享受到丈夫多少的关爱和体

贴？恐怕更多的是给丈夫家添了个劳动力而已。加之上有厉害的婆婆要服侍，下有年幼

的小叔子要照顾，祥林嫂的重担可想而知。而祥林嫂的第二次婚姻是婆婆将她像牲口一

样卖给了深山里的贺老六，是为了给小儿子换聘礼钱。尽管祥林嫂拼死反抗，但最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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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命运妥协了。很快祥林嫂有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有力气会做活，本以为人物命运

就此改变，谁知夫死儿亡的双重打击再次降临到这个不幸女人的身上。

在墨西哥农村一个没落的家族中，母亲艾莱娜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长。她掌管着

家族内一切大小事务。这个家族秉承着许多封建陋习，其中有一条规定，最小的女儿蒂

塔要伺候老人直到归天，此前不得出嫁。因为艾莱娜的独断专行，蒂塔三姐妹从小就完

全处于母亲的控制下，蒂塔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在婚姻问题上，尽管蒂塔深爱着青梅

竹马佩德罗，但是由于母亲执意遵循封建习俗，断送了自己本该享有的幸福生活。蒂塔

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了爱人佩德罗，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拱手让给他

人。婚后的大姐罗萨乌拉和姐夫佩德罗仍住在母亲家里，这让蒂塔承受着心理上的痛楚

和精神上的折磨。好在小外甥罗伯特的出生给蒂塔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蒂塔将全部

的爱给予了这个小生命并担当了他的乳母。当发现蒂塔和佩德罗私下仍有接触，母亲艾

莱娜断然将罗萨乌拉一家送往美国，避免蒂塔与佩德罗旧情复燃，这间接导致后来罗伯

特的死亡。当得知小外甥夭折的消息，蒂塔十分绝望，也彻底被激怒了，决心反抗。

2� 自我救赎中女性意识的缺失与觉醒的差异性

2.1� “意识缺失”的祥林嫂反抗注定失败

祥林嫂的一生一共进行过四次对命运的反抗。第一次是在丈夫祥林死后，因为不愿

意被婆家卖掉所以偷偷跑出来，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应该说祥林嫂第一次的反抗出

自本能，是大胆而进步的。旧社会的女性即便是丈夫没了，按照传统的“三纲五常”“三

从四德”等封建观念，守寡的媳妇也只能听从夫家安排，任人鱼肉。但是祥林嫂并未

屈从，她逃了出来，到鲁镇做工，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一份温饱，得到作为人应有

的尊严。当鲁四老爷得知她是一个寡妇的时候，“立刻皱起了眉头”，可见人心之冷淡，

这个封建守旧派不但没有怜悯之心，反而嫌弃祥林嫂的出身，好在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勤

劳本分留了下来。

然而，很快祥林嫂的婆婆追到了鲁镇，将祥林嫂带回卖给深山里的贺老六。“她一

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

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

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

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祥林嫂第二次的反抗更加

激烈，以死相拼。这一次的反抗，祥林嫂简直豁出了性命，无论是肢体还是言语都进行

了激烈的抗争。然而这次反抗最根本的原因并非祥林嫂为了自身的婚姻自由而反抗，而

是维护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强加于女性的所谓“贞洁”观。“烈女不侍二夫”，

这种封建伦理道德根深蒂固地扎在祥林嫂的思想里，是她再嫁时拼死反抗的根本原因，

而并非是女性意识作用下对婚姻自由的渴望。然而，身为女子，祥林嫂本就是弱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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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的，最终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再婚后的祥林嫂有了自己的儿子，刚刚过上

平静的生活，谁知命运再次捉弄这个可怜的女人，丈夫死了，儿子被狼叼走了，大伯把

房子收了回去。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只能再次回到鲁镇帮工。

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不似先前，变化很大。“我真傻，真的……”祥林嫂

一遍遍地向鲁镇的人们讲着自己的悲惨遭遇，重复着儿子被狼叼走的故事，言语中充满

了自责和忏悔。然而在鲁镇，�人们虽然对祥林嫂的自责与忏悔表示一点同情，�但也止于

听一听她的倾诉，�而更多人把它作为无聊生活的一种调剂，“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

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世态的凉薄使祥林嫂无法自我救赎。

祥林嫂的第三次反抗应当是捐门槛。她听信了柳妈的话：“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

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所以，

祥林嫂辛苦攒了一年的工钱去土地庙捐了门槛，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死后改变命运，免得

被锯成两半。可以说这是祥林嫂的再次自我救赎，也是在历尽人间疾苦和世间冷眼后重

燃对生活的一点希望。在捐完门槛以后，祥林嫂以为洗清了罪过，和普通人一样，当她

在冬至祭祖时节，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却被四婶喝令放下的时候，“她像是受了炮烙

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祥林嫂以为通过

这种迷信的方式能够救赎自己，而现实却将“不祥之人”的烙印永远刻在她的身上。在

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早就被封建礼教所奴化，违背了封建伦理道

德的祥林嫂通过勤恳劳动辛苦攒了一年的工钱，想通过捐门槛为自己“赎罪”，摆脱“不

洁”“不祥”之人的命运，而四婶的一声喝令断送了她的希望。

祥林嫂最后一次对命运的挣扎是在遇到“我”时，她对世上是否有魂灵和地狱提出

了质问，她想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她在临死前还是要和命运做斗争。她以为

“我”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她以为“我”可以拯救她，可是最终她的抗争都是徒

劳。就这样，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旧社会，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祥林嫂进行

了四次命运的反抗却没能实现自我救赎，最终走向了人生末路。

2.2� “意识觉醒”的蒂塔抗争终获胜利

相比之下，蒂塔在一步步向命运反抗的过程中唤醒了女性意识，从而迈向了不同的

人生结局。

什么是女性意识？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

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

小说中蒂塔由一个没有自我意识，处在母亲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

主观人格，被异化了的人，发展成萌发了反抗意识，试图摆脱母亲的控制，寻求自身独

立，努力追求真爱，具有斗争精神的女性。

最初，蒂塔一直以“他者”的身份生活。对于母亲的专制逆来顺受，她习惯了压

抑自我。但是当艾莱娜拒绝了青梅竹马佩德罗对自己的求婚的时候，蒂塔萌生了反抗的

念头。她不顾母亲的警告，反复提起与佩德罗的婚事，试图通过与母亲的沟通来挽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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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扼杀的爱情。与母亲产生言语冲撞是蒂塔的第一次反抗行为，尽管最终蒂塔向母亲妥

协，但反抗意识已在蒂塔心中悄然萌芽。

小外甥罗伯特的死彻底激怒了蒂塔，这让她对母亲的憎恨到达了极点。蒂塔觉得母

亲是导致罗伯特死亡的罪魁祸首。多年积累的愤恨一下子如洪水般爆发，因为罗伯特的

死，母女俩发生激烈的争吵。为此，蒂塔遭到母亲残忍的毒打，她爬到鸽子房里将自己

关起来，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一方面是对母亲野蛮行为的反抗，同时反映出蒂

塔希望寻求自我独立。直到布朗医生赶到，将她从那个牢笼一般的家里救出来。即便蒂

塔知道艾莱娜要求布朗医生把她送进疯人院，她也毫无抗拒地跟着布朗医生离开了那个

家。可以看出，蒂塔已经迫切期望摆脱家的束缚，摆脱母亲艾莱娜的控制，渴望自身的

独立。

对于布朗医生的求婚，蒂塔没有征求母亲的同意，没有受制于“不能结婚”的规

定，自己答应了这门婚事。这一方面说明蒂塔努力摆脱母亲的控制，一方面表明蒂塔要

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艾莱娜的死消除了蒂塔与佩德罗之间最大的障碍。但是每当蒂塔和佩德罗有进一步

接触的时候，母亲的幽灵就会出来警告蒂塔，阻止将要发生的事情。面对死了的艾莱娜

变作幽灵还要来控制自己，蒂塔无法忍受。她反对母亲所谓的“正派女人”的定义，对

人生有着自己的认识，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认为我就是我！一个有一切权利过她觉得

最快乐生活的人。”这番话证明了蒂塔不再是个没有自我意识、任人支配、失去主观人

格的人，对人生、对生活她有着自己的理解。当姐姐罗萨乌拉用家庭传统来制约蒂塔，

迫使她断绝与佩德罗的交往，蒂塔也并没有妥协。她反驳道：“只要这种可恶的传统轻

视我，我需要违背多少次就违背多少次。我和你一样有结婚的权利，你却没有权力在两

个深深相爱的人中间插足。”此时的蒂塔不仅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

要追求自己作为女人获得婚姻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她蔑视封建传统，憎恨那些没有人性

的规定，她坚持并努力争取自己的爱情，维护属于自己的权益，她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愿望，决定过快乐的生活。伴随着成长，蒂塔的女性意识由最初的萌芽到发展直

至走向了成熟。不仅如此，蒂塔还帮助外甥女反抗命运。罗萨乌拉生前曾要求自己唯一

的女儿埃斯佩兰莎不许结婚服侍自己直至终老，并且认为女孩没必要去读书，是蒂塔对

姐姐的不懈斗争终于说服了她让外甥女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她努力劝说罗萨乌

拉消除愚昧的封建观念，不要剥夺女儿的婚姻自由。终于，在佩德罗与蒂塔的共同努力

下，埃斯佩兰莎获得了自己的幸福。对于真爱的坚持，蒂塔最终放弃了与布朗医生结

婚，而是选择和佩德罗在一起。就在埃斯佩兰莎婚礼的当天，蒂塔和佩德罗终于等到了

盼望已久的时刻。他们再也不用害怕母亲的监视，不用顾忌罗萨乌拉的猜忌，不用理会

世俗的眼光，大胆地结合在一起。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激情的燃烧将他们融为一体永远

不再分开。



-�44�-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 年�（第一辑）

3� 揭示女性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3.1� 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标准影响个体的救赎观

在封建伦理道德奴化人们思想数千年的旧中国，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评判要远远超过

个体的自身价值评判，个体的行为标准必须符合当时社会认同的封建文化体系，否则就

会被孤立，被排斥。祥林嫂始终将遵循封建礼教的传统凌驾于个人反抗的一切行为基础

之上，实际最根本的目的是回到社会群体中，不愿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习俗。失去自我

的祥林嫂意识不到命运对她的不公，习惯了接受与顺从，无法认识到自身悲剧的根源是

封建传统的压迫，更难以激发作为独立个体追求自身权益的意识觉醒。同时周围人的自

私和冷漠也进一步摧残了祥林嫂的个人意识。

初到鲁四老爷家，“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

寡妇”鲁四老爷作为一个封建男权体系下的卫道士，他不可能同情祥林嫂这样一个丧夫

的寡妇，在他眼里，祥林嫂只是一个佣人、一个伤风败俗的“谬种”，她只是一个可有

可无的“物件”而已。这也进一步加深了祥林嫂的心理暗示，认为自己是个不祥的人。

在丈夫祥林死后，婆婆为了给小儿子换聘礼钱，强行逼婚，不顾祥林嫂的拼死反

抗，把她卖给了贺老六。正是婆婆的这一举措使得祥林嫂日后背上了“不洁”的罪名。

还有柳妈，名义上是在帮祥林嫂，实际将她进一步推向了鬼门关。她劝祥林嫂“捐

门槛”，曾给了这个可怜女人一丝希望，却在希望破灭后彻底绝望。

重回鲁镇的祥林嫂不停地重复着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以这种方式来忏悔。但

那时的社会，人们的同情心是有限的，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祥林嫂的悲

剧只是他们生活的调味剂，是茶余饭后的闲话，听的遍数多了，祥林嫂的悲哀与忏悔就

成了“渣滓”。

包括文章中的“我”，当祥林嫂对世上是否有魂灵和地狱提出了质问，她想知道自

己死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她以为“我”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她以为“我”可以拯

救她，但是“我”似有可无的回答或许断绝了她最后一点希望。而“我”唯恐惹了麻烦，

避而远之。虽然对祥林嫂有过一丝怜悯，却也和鲁镇的人们一样“爱莫能助”。

反观蒂塔不同的命运结局，不难发现，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并推动蒂塔女性意

识的觉醒。因为一条没有人性的封建家规而剥夺了两个年轻人的婚姻幸福，这是导致蒂

塔开始反抗的根本原因。由于生长在一个浓厚封建色彩的家庭中，加之当时整个社会的

保守落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及先进思想的熏陶，蒂塔不可能自发地意识觉醒。当封建

传统束缚了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否定个人价值、使人的精神受到压抑，就会本能地激

发出内在的反抗意识。而只有敢于和封建传统反抗，才会萌发“人”作为一个个体要求

自身独立的意识，再到作为一个女人要求自我权益的实现和对人生意义的全新认识，最

终将意识的觉醒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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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与祥林嫂所处的群体价值观不同，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西

方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个体都有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意愿和权利。可以说正

是在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蒂塔从个体利益出发，从追求自我幸福出发，认识

到封建传统阻碍婚姻自由，必须要违背传统，反抗不公正的待遇，开始对自身作为女性

在独立、自主、寻求自由、追求真爱等方面提出要求，使得蒂塔的女性意识在反抗中逐

渐成熟。相比之下，蒂塔的反抗成功还来自周围朋友家人鼓励帮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二姐赫特鲁迪斯从家里成功逃走并获得幸福的例子对于蒂塔是极大的鼓舞。

小说中的赫特鲁迪斯是个叛逆少女的形象。她赤身裸体地跑到草原上被一个军人虏走，

而后被卖到妓院，之后又参军打仗成了将领并且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使

得母亲艾莱娜为了维护家族的名誉对外宣布“她的二女儿死了”。但是在蒂塔眼里，二

姐逃离了母亲的控制，大胆地追求到了爱情并且后来衣锦还乡，真是风光无比。同时，

赫特鲁迪斯还以自己为例不断地鼓励蒂塔勇敢地追求真爱。二姐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

蒂塔。

促使蒂塔打破封建陋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外甥和外甥女的不幸遭遇。因为难产

做了手术，罗萨乌拉不再有生育能力，刚出生的埃斯佩兰莎成为佩德罗和罗萨乌拉唯一

的女儿。这就注定了她将和她姨娘有一样的命运，服侍她的母亲直到寿终正寝。之前由

于母亲的自私导致外甥罗伯特无人照顾而死，这让蒂塔痛心不已，因此她对这个外甥女

更是疼爱有加，不忍心看着她重蹈自己的覆辙，于是她试图说服姐姐放弃愚蠢的想法。

但是迂腐的罗萨乌拉继承了母亲的冷漠、自私和封建思想，执意要遵照家庭传统。这激

怒了蒂塔，她不允许这种毫无人性的传统继续残存危害更多的人。蒂塔对于维护女性权

益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她不仅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奋斗，而且为一切受害女性的权益

而斗争。于是在两姐妹之间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最终以罗萨乌拉的死结束了这场

战争。

还有布朗医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及照顾，让蒂塔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坚定了对爱情

的信念，这些对蒂塔坚持追寻幸福而不懈努力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2� 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下对个体主义身份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

作为社会底层的祥林嫂，对封建礼教为她带来的种种不幸，有着出自本能的摆脱、

甚至反抗的欲望，但同时，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习惯力量往往又使她不自觉地恪守着这

种礼教。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里，群体价值才是社会的主体，相反，一切个体皆没

有独立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如果纳入不到群体的价值系统，就毫无地位可言。祥林嫂极

力渴望得到社会群体的承认和肯定，对封建思想的毒害浑然不觉。她从未想过社会的不

公平，反而承认社会对待自己的合理性，并自觉用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味地忍

受和顺从，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有罪之人。所以，她的反抗是以遵循封建礼教为女性所制

定的规范为基础、为目的的。可以说祥林嫂为维护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贞洁名声而反抗，

为得不到别人对自己贞洁的认同而绝望。祥林嫂的悲剧体现的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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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湮灭了个人主体性的“他者”文化，祥林嫂的抗婚、捐门槛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别人

眼中的形象，可以说祥林嫂的死是由于无法挽回别人对她的承认，使她丧失了回到大众

中去的希望造成的。祥林嫂的死是丧失了希望的痛苦的死。从祥林嫂的悲剧中我们会清

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蒂塔的悲剧同样来自封建传统的束缚，失去了婚姻自由。但是在与命运反抗的过程

中，正值墨西哥民主革命时期，受民主洪流思想的洗礼，蒂塔由“他者”的生活状态逐

渐地自我意识苏醒，认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作为独立个体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

和自由。作为女性，蒂塔对爱情的追求是忠贞的，执着的，她不顾一切阻碍，勇敢地和

代表封建礼教维护者的母亲、姐姐进行着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女性意识觉醒下的蒂塔有

着明确的斗争目的，以“自我”为中心，她敢于打破传统，敢于轻视陋习，敢于同一切

阻碍女性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势力斗争。更值得称道的是蒂塔在女性意识唤醒之后，不仅

为自己的权益反抗，还帮助了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其他女性，成为女性反抗压迫获得解放

自由的成功典范。

4� 结� 语

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之下，在社会上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妇女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和

生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想要获得爱情及婚姻自由更是难上加难。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

文化价值观对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或是泯灭有一定的催化剂作用，自我意识的苏醒与否

甚至改变了女人一生的命运走向。或许起初的祥林嫂是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但是命运多

舛、社会的冷漠使她变得麻木，而当时社会的不公使得女性群体处于弱势，几千年来的

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早已侵蚀了人的灵魂，失去自我的祥林嫂仅仅出自本能地反抗随之

屈服。而蒂塔所处的墨西哥大革命时代，民主的洪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扫清封建腐朽的

残余，而蒂塔本身也是极具反抗意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促使她不断地为自

己的爱情努力奋斗。她渴望爱情，渴望自由，渴望平等，反对以母亲和大姐为代表的封

建保守势力对自己权利的扼杀，蒂塔没有因为母亲的淫威而屈服，更没有失去自我，她

记得自己想要什么并试图去争取得到。应该说这两位女性所体现的自我意识与当时所处

的社会环境有相当关联。

通过这两位女性人物的反抗及命运遭际的比较，启示人们只有在民主、开放、包

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才有更多的自由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而无论身处怎

样的社会和时代，女性自我的独立和解放是思想自由的基础，女性在潮流中对自我的把

握是极其关键的。社会对女性有着种种偏见和既成约束，如果只是顺应这种性别歧视和

任由自我性情的发展是无利于女性地位和正常权利的保证的。



-�47�-

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鲁迅 . 鲁迅小说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2]� �郭和英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思—透析安娜悲剧及对现代女性启示 [J].科教文汇 (上旬刊 ),�2008(1)� :�

157-158.

[3]� �劳拉·埃斯基韦尔 .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 [M]. 朱景冬 ,�译 .�广西 : 接力出版社 ,�2007.

[4]� �胡华珍 . 救赎与求索—祥林嫂人物形象及意义新探的两个关键词 [J]. 语文教学之友 ,�2007(8)� :�

35-37.

[5]� �刘自宇 . 祥林嫂人物形象的心理学分析 [J]. 北方文学 ,�2011(9)�:�40-41.

[6]� �马秀丽 , 孙颖 . 不同文化中女性的悲歌 : 祥林嫂和苔丝命运比较 [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

学版 ),�2007(4)�:�637-640.�

[7]� �许琪 . 相似的遭际不同的反抗—海斯特与祥林嫂的命运悲剧比较 [J].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7(4)�:�49-51.

[8]� �翁菊芳 . 论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男性文本女性意识的意义 [J]. 黑河学刊 ,�2009(4)�:�142-144.

作者简介：

魏蔚，女，1989 年 1 月出生，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

班牙语系教师，讲师，主要从事西班牙及拉美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