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仪、道德与情感*

——— 《理智与情感》的文化内涵

李云霄

内容提要 国内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奥斯汀的小说情节与伯克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谋而合，却未

注意到伯克情感主义哲学家的身份，没有对伯克式教养和切斯特菲尔德式教养加以区分，殊不知

前者注重道德，而后者注重举止礼仪。本文将 《理智与情感》放在英国情感主义思潮的历史文

化框架下，以教养为切入点加以解读，指出奥斯汀的 “教养观”与苏格兰情感主义哲学家之间

的关联。从沙夫茨伯里到休谟，从斯密到伯克，可见一条 “同情”脉络，而这脉络中后来又多

了一种更大的存在，即奥斯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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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益于与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教授、何畅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金雯教授的讨论，谨此致谢。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1775－1817) 常

在小说中谈婚论嫁，故事大都聚焦于她所熟悉

的乡间体面人家及其日常生活，因而常被贴上

“题材琐碎”、“视野狭隘”等标签。不过，如

今越 来 越 多 的 学 者 意 识 到，奥 斯 汀 笔 下 的

“琐碎”实际上折射出 18、19 世纪之交英国

的文化、道德和社会现状。她所描绘的世界正

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传统农业社会逐

渐解体，并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间节点。其时

旧有的社会价值观被颠覆，造成道德权威的疲

软无力。她在小说中以纷繁复杂的形式呈现了

摄政时期举止风度的准则。“礼仪” ( proprie-
ty) 、“优雅” ( elegance) 、“趣味” ( taste) 和

“教养” ( good-breeding) 这类名词频繁地出现

在她的小说中。可以说，她 “十分出色地描

绘了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开此类文风之先

河”。①那么，在这关于行为举止的浓墨重彩背

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社会关怀呢? 这是

新近奥斯汀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上述问题自然要涉及奥斯汀与伯克 ( Ed-

mund Burke，1729 － 1797 ) 之间的渊源关系。
伊格 尔 顿 ( Terry Eagleton，1943 － ) 曾 在 其

《文化》 ( Culture，2016) 一书中指出教养关乎

“伯克的整个文化课题”，并强调在奥斯汀的

笔下，“抽象的道德原则要经过得体而生动的

体验，才会被人接受，才会变得可爱”。②我国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伯克文化观与奥斯汀小说之

间的互动，认为后者的基本情节模式与伯克的

社会政治思想不谋而合。③ “礼仪不仅指言语

举止之文明与粗俗，还包括行为选择是否得

当、得体或符合社会惯例与秩序。”④该文作者

还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作家对待礼仪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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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奥斯汀不同，后者注重的礼仪在狄更斯

( Charles Dickens， 1812 － 1870 ) 和 艾 略 特

( George Eliot，1819－1880) 那里 “仍受关注，

只是已成嘲讽对象”。⑤上述两段引文的涵义似

乎互相抵牾———前一段把 “礼仪”提到了文

明和秩序的高度，而后一段则有把它等同于外

在 修 饰 之 嫌。同 样， 托 尼 · 坦 纳 ( Tony
Tanner) 也认为奥斯汀早年因受伯克影响，格

外倚重举止，而在她最后一部小说 《劝导》
中，举止礼仪不再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⑥ 显

然，坦纳也将 “礼仪”归为外在的修饰。那

么，奥斯汀笔下的 “礼仪”是否只流于形式

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狄

更斯和艾略特所嘲讽的 “礼仪”是如何流于

形式的，而这又要从英国著名政治家切斯特菲

尔德勋爵 ( Philip Dormer Stanhope，4th Earl of
Chesterfield，1694－1773) 说起。

一、流于形式的切斯特菲尔
德式教养

文艺复兴以后，贵族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变

化。比起武士，贵族更愿意将自己的后代培养

成举止优雅和谈吐不凡的政治家，尤其注重培

养其礼仪和艺术欣赏方面的品质。⑦ 切斯特菲

尔德勋爵在儿子未满 6 岁时就开始给他写信，

向他传授进入上流社会的礼仪风范，要求他鄙

弃 ( 混迹于上流社会者) 粗俗的行为举止。⑧

他在信中着意强调优雅的谈吐举止 ( graces) ，

视其为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将其等同于 “良

好的教养” ( good-breeding) 。⑨他甚至直言优雅

气质 是 “一 种 仁 爱 情 感 与 虚 情 假 意 的 混 合

体”，并反复教唆儿子为财富而学习 “取悦他

人的艺术” ( the art of pleasing) ，而 “举止优

雅” ( graceful manner) 总是能赢得人心。⑩此

处，“优雅”的虚假性不言自喻，怪不得约翰

逊 ( Samuel Johnson，1709 － 1784 ) 曾 嗤 之 以

鼻，称这些信件 “教人以娼妓的道德，舞蹈

家的举止”。瑏瑡然而，在那个年代，切斯特菲尔

德提倡的虚假式教养颇为盛行，这在他的家书

“爆红”轨迹中可见一斑: 1774 年，《写给儿

子的信: 成为一名通晓世故的绅士的艺术》
( Letters to His Son: On the Fine Art of Becoming
a Man of the World and a Gentleman ) 结集出

版，接着先后更名为《礼貌原则》 ( The Prin-
ciples of Politeness，1775) 、 《好绅士的礼节》
( The Fine Gentleman’s Etiquette，1776 ) 以 及

《对男士礼仪的忠告》 ( Some Advices on Men
and Manners，1776) 等，可谓一版再版，不啻

为英国上流社会礼仪的风向标。瑏瑢

与切斯特菲尔德的家书不同，奥斯汀的小

说体现了对社会转型期的细微体察。1688 年

“光荣革命”后，英国工厂手工业的发展和城

市兴起刺激了农产品的需求，英国圈地运动因

此进一步高涨，使得大多数土地落入贵族、乡

绅和新兴工商业者手里。18 世纪下半叶，随

着工业革命逐渐展开，以及财富结构的深刻变

化，英国原来壁垒森严的社会等级开始松动，

以乡绅和新兴工商业者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队伍

逐渐壮大。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开始向上流社

会看齐，趣味趋向 “文雅精致”。在现代化进

程中，社会旧有的秩序与价值观受到连带冲

击。奥斯汀在小说中描绘了这一关键时期礼仪

衰落的图景，通过披露文雅社会表象背后的无

序状态，抨击新兴社会环境中所滋生的 “经

济个人主义” ( economic individualism) 。瑏瑣她尤

其擅长揭露中产阶级的 “上升”丑态: 他们

争相模仿上层阶级的表面举止，而忽视了教养

内涵。因此，奥斯汀关于教养的描写可视为对

切斯特菲尔德式教养的反拨。瑏瑤 可以说，她让

我们看到了 “人们在社交场合的礼仪与其实

际行为举止的不一致”。瑏瑥 以下我们就以小说

《理智与情感》 ( 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

为例，深入探讨奥斯汀在这方面的贡献。
在《理智与情感》中，有一对精致的利

己主义夫妻，即约翰·达什伍德和范妮。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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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物质财富，衣着光鲜，加之举止有礼，因

而受人尊敬。叙事者对他俩的介绍颇耐人寻

味: 约翰 “不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年轻人，要

是心肠有点儿冷、有点儿自私还不算坏的话。
总体说来，他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因为他待人

接物一般都能循规蹈矩” ( 第 1 章，4 页 ) ，

而范妮则 “好拘泥无意义的礼 节” ( 第 34
章，223 页 ) 。瑏瑦 含 蓄 的 字 里 行 间，这 对 夫 妇

的虚假跃然纸上。在一次聚会中，埃丽诺把

自己绣的屏风送给范妮，后者随即假惺惺地

将其捧给母亲费勒斯太太看，不料母亲连看

都不看一眼，就还给了自己。在范妮看来，

费勒斯太太 “粗暴得够可以了” ( 第 34 章，

229 页) ，可是她接下来却借埃丽诺的屏风夸

赞起当 时 并 不 在 场 的 莫 顿 小 姐 及 其 风 景 画

来。从表面上看，范妮温文尔雅，可是这种

文雅比她母亲的粗暴更加无礼，甚至残酷。
书中类似的描述不在少数，都可看作对切斯

特菲尔德式教养的嘲讽。
小说中另一个拘泥礼节的人物是露西·斯

蒂尔。她出身低微，举止不如范妮等人优雅，

但她巧言令色，试图显得很有身份。她貌似守

礼，却不懂真情实感，即便在表达礼节时，也

往往给他人造成伤害。露西与爱德华曾私定终

身，虽后者被才智品行和自己相当的埃丽诺所

吸引，但他仍然试图履行与露西的婚约。当露

西得知埃丽诺是自己的情敌时，就故意接近埃

丽诺，向她透露和爱德华的婚约。从表面上

看，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可是背地里却觊觎拥

有家产继承权的罗伯特，并且在攀附上他之

后，立即转而指责爱德华对爱情不专一，借此

解除了婚约。不仅如此，她在嫁给罗伯特以

后，还想 方 设 法 把 自 己 “已 成 为 费 勒 斯 太

太”———爱德华和罗伯特为同胞兄弟，因而

都姓费勒斯———的信息传递给埃丽诺，有意误

导并打击她，破坏她和爱德华的关系。露西在

做这一切时，都显得“举止文雅” ( 第 47 章，

348 页) ，其实始终包藏着祸心。

露西也好，达什伍德夫妇也好，都深谙切

斯特菲尔德之道，即 “取悦他人的艺术”，可

是他们的 “优雅”终究流于形式，带有功利

主义色彩，甚至毫无道德内涵。这些人物形象

的塑造，恰恰是对切斯特菲尔德式教养的批

判，是对“教养”一词真正内涵的呼唤。

二、重视同胞情感的伯克式教养

以上分析表明，举止文雅本身并不足以构

成文明的基本表征。珍视他人的情感，善待他

人，这才是 奥 斯 汀 所 谋 求 的 “教 养”内 核。
她所提倡的 “教养”关乎物质时代的文化重

建，更关乎社会风气的养成和维持，这与伯克

的信条相当契合。
前文提到，切斯菲尔德强调 “礼仪”的

功利性和装饰性，而伯克却关注礼仪的道德维

度。不了解这一分歧，就不能够读懂奥斯汀。
伯克曾这样写道: “教养比法律还重要……教

养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其运作持续稳定，始

终如一，虽不易察觉，却能惹恼或安慰我们，

腐蚀或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或降低我们的人

格; 既能使我们变得野蛮，也能让我们变得高

雅。教养把形态和色彩赋予了我们的生活。”瑏瑧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意义上的教养……
也是简·奥斯汀终身关注的对象”。瑏瑨 “教养”
如此重要，以致伯克强调 “真正的立法者应

该内心充满情感。他应该热爱并尊重他的同

胞，并且对自己保持警觉”。瑏瑩此处， “内心充

满情感”的原文是“to have a heart full of sen-
sibility”，而其中“sensibility”一词含义丰富，

可释义为“感受 /甄别他人情感的能力和敏感

性，尤指不伤害他人的情感”。瑐瑠

伯克的上述思想可以在玛丽安这一人物形

象中找到印迹。玛丽安是个爱冲动的人物，因

此常常会逾越社交场合的规矩，因而在讲究表

面文雅的上层圈子里，她往往显得无礼，但是

她却有真情实感。例如，当范妮借夸奖莫顿小

49

国外文学 2019 年第 4 期 ( 总第 156 期)



姐而冷落埃丽诺时，玛丽安激动地插 话 道:

“这种夸奖真新鲜! 莫顿小姐关我们什么事?

谁认识她? 谁管她画得好坏? 我们考虑的，是

埃丽诺。” ( 第 34 章，229 页) 玛丽安蔑视权

贵，冲撞了范妮，这使后者 “非常生气”，约

翰也“被妹妹的大胆吓坏了”，而费勒斯太太

则公开教训起玛丽安。按照切斯特菲尔德式的

规矩，玛丽安简直是大逆不道，至少是缺乏教

养，然 而 她 的 “越 轨”恰 恰 是 出 自 对 姐 姐

“深厚的情感” ( affectionate sensibility) 。瑐瑡小说

此处的 “sensibility”一词极富蕴含: 范妮和

约翰等人不知同胞情感为何物，那样的 “教

养”又有何价值呢? 相形之下，玛丽安的真

挚情感虽显得不那么文雅，可是谁能说其中没

有珍贵的教养呢?

当然，玛丽安并非完人。她虽然跟姐姐、
母亲情深意笃，但是对情感的总体认识不无模

糊之处，尤其是对那些有明显缺陷，却心地不

坏的人常有失礼之处。例如，由于约翰爵士和

詹宁斯太太喜欢拿年轻人的绯闻打趣，因此玛

丽安认为他们过于粗鄙，也就毫不顾及对待他

们的礼节。又如，玛丽安曾多次对布兰顿上校

失礼; 后者倾心于她，照理她在回绝对方时应

该把握分寸，至少在对方上门时应该以礼相

待，然而她不是爱理不理，就是躲着不见，倒

是姐姐埃丽诺耐心接待并安慰情感受挫的上

校，以此弥补玛丽安失礼的行为。
不过，玛丽安身上有一个可贵的优点，即

能够自我反思 ( 虽然这反思有时来得较迟) 。
她是一个有真挚情感的人，而这情感包括伯克

所说的“热爱同胞”，以及 “对自己保持警

觉” ( 见本小节第二段) 。当她发觉姐姐为避

免家人和朋友担心，隐瞒爱德华和露西订婚的

消息，独自承受各种痛苦和麻烦，而自己还错

怪姐姐时，她幡然悔悟，真心向埃丽诺表达了

歉意:

我为你，为你的舒适曾更加体谅过你吗?

那些体谅大家或者致谢个人的事都一直留

给你一个人做，难道我曾像你那样细心，

减轻过你的困难，出过一次手? 没有; 每

次应酬或者朋友交往的事我都躲开，我相

信你心境好的时候是这样，知道你愁苦的

时候也还是这样; 简直是只顾自己悲苦，

不顾别人伤心……
( 第 46 章，340 页)

这种真诚的反思标志着一种道德和心智上的成

长。经过反省后，玛丽安开始从容对待生活中

礼尚往来的小事，不再怠慢詹宁斯太太和布兰

顿上校。故事接近尾声时，玛丽安与布兰顿上

校结合，成为一名村庄的女庇护人，这不由得

让人想起前文所说的伯克名言，即 “真正的

立法者应该内心充满情感”。
一言以蔽之，《理智与情感》传递了这样

一种文化思想: 由同胞之情产生的礼貌之举，

才能体现真正的教养。这正是伯克所提倡的

教养。

三、奥斯汀“教养观”的哲学渊源

以上分析表明，奥斯汀的 “教养观”有

其哲学渊源。欲对其深究，还得把 《理智与

情感》放在苏格兰情感主义思潮瑐瑢的语境中加

以考察。
情感主义思潮滥觞于 18 世纪，是一场针

对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批驳人性

自私论，倡导友爱与同情。该思潮最重要的先

驱是 沙 夫 茨 伯 里 勋 爵 三 世 ( Anthony Ashley
Cooper，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 ，

他反 对 以 霍 布 斯 ( Thomas Hobbes，1588 －
1679) 和洛克 ( John Locke，1632 － 1704) 为

代表的机械论自然观。霍布斯在 《利维坦》
( Leviathan，1651) 中提出了 “情感只会引导

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观点，瑐瑣把人看作 “自

爱”的孤立个体，瑐瑤 把社会看作维护个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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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产权利的契约式产物。瑐瑥按照这一观点的

逻辑，社会美德只是经过理性和深思后，迎合

自身需要的结果。洛克在 《人类理解论》 (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 )

中提出“白板说” ( theory of tabula rasa) ，他

主张一切知识 /道德都是后天的产物，也就直

接否认了道德在人心中的自然基础。瑐瑦

针对霍氏和洛氏的观点，沙夫茨伯里在

《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 ( Characteris-
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 etc．，
1711) 中积极地为人性中的社会性辩护。他

在《共通感》 ( Sensus Communis) 一文中提出

人类有一种“共通感” ( common sense) ，指的

是“对公众福利和共同利益的感知，对共同

体或社会的爱，指天然的情感、人性、责任或

由人类共同的权利的公正感而生的礼貌之举和

天生的同类间的平等意识”。瑐瑧在 《论德行与价

值》 ( An 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or Merit) 一

文中，他 继 而 提 出 人 先 天 具 有 识 别 善 恶 的

“道德感” ( moral sense) ，提出了情感主义伦

理学，其核心是以情感作为道德评判标准。瑐瑨

沙氏的追随者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认同

了情 感 在 道 德 判 断 中 的 作 用。休 谟 ( David
Hume，1711－1776) 在《人性论》 (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 中强调，人天

性中的同情心不仅是情感的来源，而且是道德

分辨的主要源泉。他把社会比作弦乐器，认为

社会中的个体就像乐器上的一条条弦线，其情

感作用就像弦线运动一样互相影响。瑐瑩 需要注

意的是，休谟笔下的同情不是无意识的情绪传

递，而是包含了想象和认知因素的，是对他人

境况进 行 反 思 的 过 程。瑑瑠 亚 当·斯 密 ( Adam
Smith，1723－1790) 在 《道德情操论》 (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中构建了一

个基于 “同情”现象和想象中 “公正的旁观

者” (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的理论框架，用

以解释道德秩序。休谟和斯密关于 “同情”
的讨论不断深入，催生了“道德情感” ( moral

sentiments) 这一重要概念。他们摒弃了沙氏

对于道德感过于理想化的阐释，认为道德感是

在同情的基础上，对某一现象进行称赞或谴责

时带有的情感。瑑瑡 换言之，道德情感不是简单

的个人情感，而是源于对同胞的同情，在接受

反思之后，内心平衡和谐的产物。斯密笔下的

道德或美德，就是 “顺应或者强化”人天性

中的同情心，而 “道德情感”则意味着 “个

人情感对他人情感的妥协”。瑑瑢这一思想其实在

《理智与情感》中有明显的痕迹，如玛丽安起

先沉溺于自己的情感，而后转向关心他人的

情感。
作为情感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支脉，18 世

纪中后期的情感小说或感伤小说也开始渲染哀

伤之情，尤其是贤德之人的悲情。这些小说往

往 “根 据 情 绪 反 应 来 决 定 对 道 德 问 题 的 立

场”，对情感主义哲学家们 “‘道德感’会使

人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的观点多有呼应。瑑瑣

此外，上述小说中的人物多以泪水来传达对自

然现象的敏感性。“在大众道德观里，总是挥

洒同情之泪便是良好的教养与贤德之心的标

志。”瑑瑤也就是说，善感性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

东西，颇受追捧。
《理智与情感》可以看作是对上述滥情风

气的反拨。玛丽安的故事就是明证: 她心灵纯

净，却不切实际，因而一度沉迷于无节制的激

情，错把他人是否展现与自己同样强烈的情感

作为择友的标准; 她的多愁善感不仅给自己带

来痛苦，而且造成了亲友的痛苦; 后来她摆脱

了这种情绪，随即找到了幸福。可以说，奥斯

汀通过玛丽安等人的故事，延续了以情感主义

思潮为标志的思想文化运动，或者说介入了以

霍布斯、洛克为一方，以沙夫茨伯里、休谟和

斯密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之间的争论。简而言

之，奥斯汀反对滥情，主张强化同情心，培育

情感主义哲学家们所提倡的道德情感。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 “完美无

暇的人性，就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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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情怀。唯有如此，人与

人之间才能达到感情上的沟通与和谐，才能产

生得体适度的行为”。瑑瑥换言之，只有约束自利

情感，与他人共情，才能产生合宜得体的行

为。瑑瑦奥斯汀和伯克笔下富于情感的人，也就

是对趋向情感主体的自利情感保持警醒，并加

以约束的人，一个有道德情感的人。在 《理

智与情感》中，玛丽安经历了一个经由反思，

个人情感得到修正，道德情感不断发展的过

程。起先，她要求别人和自己有 “同样的主

张”和“同样的情感”，并“把强烈感情的微

妙之处和优雅的举止风度看得过分重要” ( 第

31 章，194 页) 。威洛比一味地讨好玛丽安，

假装跟她各方面见解一致。玛丽安误以为找到

了知音，因而迷恋上威洛比，对其他朋友却心

怀偏见，因而谈不上共情。她对威洛比的爱是

一种自我投射，是自我爱怜 ( self-love) 的表

现。在没有他人陪同的情况下，她和威洛比去

参观了威洛比的亲戚史密斯太太的府邸。姐姐

埃莉诺提醒她不该和相识不久的男性单独外

出，可是玛丽安却强词夺理: “万一我做的事

真有什么不应该，我当时就会察觉出来。我们

做错事的时候，总是知道的，因为如果我知道

做错了，我决不可能感到快乐” ( 第 12 章，

67 页) 。事实上，诚如埃莉诺所说，玛丽安的

行为不仅僭越了女德，还伤害了史密斯太太的

情感———威洛比是史密斯太太家产的继承人，

而玛丽安跟她素不相识，却擅自跟随威洛比参

观史府，这会显得他俩等不及史密斯太太离

世，早早就觊觎她的房产。对此举的不得体之

处，玛丽安竟丝毫没有察觉，可见她的情感很

不成熟。好在她后来走出了个人情感的泥潭，

走向了共情。
情感主义哲学家们并不否定人性中存在自

私情感，而是认为经由反思，自私情感会被压

制，社会情感会趋向丰满，从而道德情感得以

发展，走向社会之利。休谟在论及仁慈时写

道，“虽然我们对他人的同情弱于对自己的关

心，对远方人的同情也远远弱于近在眼前的

人，可是在我们冷静地判断他人的品质时，我

们会忽略这些差异，因为经过反思，我们会想

象出一个不偏私的视角，达到对事物较为恒常

而确定的判断。”瑑瑧斯密在讨论正义和仁慈时写

道，“因为冲动或粗心损害了他人权益，没有

在应该的时机增进他人的幸福，我们的良心就

会在黄昏时刻要求我们对这些错误做出反省。
我们会为有损自己和别人的幸福安宁而歉疚不

已。”瑑瑨这种反思的传统也可追溯到沙夫茨伯

里，他指出“任何一种能推理或能进行反思

的造物，出自其天性都被迫要经受对自己思想

与行为的回顾，并对自己的里里外外有一个描

述”。瑑瑩奥斯汀延续了情感主义哲学家们关于反

思的传统。玛丽安遭受的爱情挫折和对姐姐无

意识的伤害，促使她反省以往的不当言行，开

始克制自利情感，变得更尊重他人。
至此，奥斯汀与苏格兰情感主义哲学家们

的互动已经不言自喻。忽略了这种互动，对奥

斯汀 “教养观”的研究就会失之偏颇，更谈

不上洞烛幽微。

结 语

从沙夫茨伯里到休谟，从斯密到伯克，可

见一条 “同情”脉络，而这脉络中后来又多

了一种更大的存在，即奥斯汀的贡献。伯克在

评论斯密的 《道德情操论》时，称它 “也许

是曾经出现过的道德理论中，构思最精彩的著

作之一”，而伯克自己“关于 ‘同情’的章节

读起来像是从斯密的著作中摘抄出来的”。瑒瑠伯

克还 在 《崇 高 与 美 的 起 源 之 哲 学 探 索》
( 1757) 中写道: “正是这些激情 ( 同情) 的

存在，我们才关心他人所关心的事物，感动于

他人所感动的事物，不至于对人们经受的一切

事情无动于衷，成为冷漠的旁观者。”瑒瑡正是

这种“同情”，把 礼 仪、道 德 与 情 感 熔 于 一

炉。奥斯汀得益于 “同情”传统，并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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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形式与之呼应，形成了英国文化史上的

一幅生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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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ojan War under the name Dares and Dicty were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tory of
Troilus and Cressida derived from them influenced Shakespeare through Chaucer and other writers like
Boccaccio．

Illīsa and Ｒuci: A Typical Miser in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Tales and
the Textual Changes across Cultures

CHEN Ming
Taking the case of Illīsa and Ｒuci，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writing of a typical miser in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tales，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ated texts and images across cultures． It will
help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 example in another cultural context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ypical mi-
sers in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Title of Cicero’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GU Zhiying

The five debates in Cicero’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was a series of philosophical education，which
begins with the death education and is aimed at the virtue sufficient for a happy life． The recipients of this
paideia ar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Ｒoman politicians represented by a young interlocutor in each book．
Cicero’s paideia through refutative philosophical debates in response to the constitutional upheavals in
Ｒome is implied in the title of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per se．

Boudoir Courting and Machiavellianism: Narrative Metaphor of Chess in The Tempest
WANG Fang

The final act of The Tempest is opened with a game of chess，which differs from Shakespeare’s pre-
vious allusions to the gam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is dramatic engagement with chess and its narrative
function． When contextualized in the continuum of the game as metaphor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literary texts，the dialogue between Miranda and Ferdinand over the chessboard immediately associates
this aristocratic pastime with gambling，trickery，violence，class contradiction，and political intrigue． In
this way，the scene expands the play’s dramatic space from a chessboard to the prospects of Europe and
the world．

Manners，Morality，and Sensibility: A Cultural Approach to Sense and Sensibility
LI Yunxiao

Cr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taken note of the fact that Jane Austen’s ideas as reflected in her
novels coincide with Edmund Burke’s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but they tend to overlook the sta-
tus of Burke as a sentimentalist philosopher． As a result，they often fail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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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erfieldian manners，which lay great emphasis on graceful demeanor，and Burkean manners，which
have close affinity with morality．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examine Sense and Sensibilit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entimentalism in Britain，and to proce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ners，thus shedding light
on the interrelation of Austen’s views on manners and those of such Scottish sentimentalist philosophers
as Burke．

Grasping the Godly and Ungodly of the Present Moment:
Ｒereading the Boatman in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

SHEN Anni
One question in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 that has been baffling the critics is the switch

from the omnipresent third-person narrative to the boatman’s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 the last chapter．
This essay proposes that the narrator turns out to be the mythological boatman that the protagonists keep
running into repetitively in three significant scenes of the story． By such arrangement，the novel gives spe-
cial attention to the ordinary but significant other figure in the present moment by making us aware of his
importance from the retrospection and making us doubt his in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Memory Presentization: Literary Ｒeconstruction，Interpre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Holocaust Memory

XUE Chunxia
In Jewish mnemotechnics，literary writing works as a powerful medium in immortalizing historical

memories． Nearly eighty years after the Holocaust，memories of this event have developed chronologically
in forms of family memory，community memory，as well as cultural memory． At each stage，problems
such as memory trauma，memory loss and memory dormancy stumble on the way of remembering． To revi-
talize the Holocaust memory to match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the three literary writings of Maus ，Eve-
rything is Illuminated and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presentize the Holocaust memory through reconstruc-
tion，reinterpretation，and transmission．

Body Control and Cultural Crisis
ZHANG Qiong

Native American writer Louise Erdrich published her first dystopia novel Future Home of Living God
in 2017，which displays a future apocalyptical scene in the world，when evolution not only stops but goes
retrospectively． Human beings，specifically women in their reproductive age，are facing the crisis of their
body control as well as the eco-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edicament．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i-
cal and social crisis in the speculative future fic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impasse and construction
and，via the main character Cedar’s body struggle and cultural reflection，interprets the native Am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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