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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ne Austen is not a voluminous writer, but her novels enjoy a great popularity among readers,
and Mansfield Park (MP) is included. Fanny Price, the heroine of novel, undergoes a series of
events and finally grows into a girl of independent mind and rational judgment. The theme of the
novel maturity is intensified by Jane Austen’s delicate and deliberate employment of free indirect
speech (FID) since FID possesses the function of blurr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iscourses
from the narrator and the character. Specifically the discourses overlap between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and the heroine Fanny Price in the novel so that Fanny acquires the knowledge beyond
her. This paper offers a fresh illustration of the theme maturity with the help of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of FID in the novel MP. In this way, this paper can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Austen and
enlighten the followi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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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奥斯丁算不上是一位多产作家，可是她的小说却广为流传。曼斯菲尔德庄园便是其中之一。小说女主
人公范妮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出落成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女性。简奥斯丁巧妙地使用
自由间接引语，促使成长这一主题得到了很好的加深和展现。这一效果的实现借助了自由间接引语的含
混功能，使得叙述者的描述和人物语言难以区分。具体到这本小说也就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同
女主人公范妮产生了话语重叠，从而使得范妮获得本不属于她的感知。本文通过分析小说曼斯菲尔德庄
园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功能，将给予成长主题以全新的阐释。希本文能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亦或
是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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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简奥斯丁是英国的文学史上一位颇有才气、独树一帜的伟大小说家。她的成就如就其量而言，她一
生写了六篇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只是其一；如就写作技巧而言，她细腻且有意的使用自由间接引语，
可以称得上是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的先驱之一。她熟练且恰当地驾驭自由间接引语的能力使她从首批小说
家中脱颖而出。她的伟大小说之一《曼斯菲尔德庄园》便是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的典范。爱情与婚姻故事
建构了该小说的框架，在此框架内，人物角色在家庭和邻里间的人际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
之前人们对《曼斯菲尔德庄园》这部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应用的关注远远不够。通常自由间接引语
以其简洁的形式与人物角色言语互相辉映，使得言语简洁，表达多样及效果加深。然而，奥斯丁却在《曼
斯菲尔德庄园》这部小说中采用自由间接引语更加复杂的形式，增加了言语转述的层次以此来暗示叙述
者及人物角色的多重声音，实现特殊的言语效果，因为它是经过人物角色有意识过滤的。小说中，范尼·普
赖斯试图获取叙述者的全知全能。实际上，这种明了和熟知根本不属于她。然而由于借助了自由间接引
语，这一切便转化为可能。本文将阐释叙述者话语权威是如何塑造人物心理，追踪女主人成熟的轨迹，
最终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2. 自由间接引语
2.1. 自由间接引语的定义
作为叙述方式之一的自由间接引语使用特定的句法形式从而产生语言或思维的主观陈述。该叙述形
式已经引起了对叙事学感兴趣的学者们的注意。几十年来，对于如何准确地定义自由间接引语仍然存有
争论，但是对于自由间接引语的基本特征上已有共识。主要有以下典型特征：表述部分与相关角色对应，
指示词连接着角色而不是叙述者，自我指示疑问，复合句中动词变化取决于叙述事件的时态，最后是互
指名词短语中人称在语法上的一致。
这些特征产生叙述视角迁移的效果，从一个中立的叙述者到研究人物角色的思维，想法及感知。欧
利希(1900)指出：在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不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讲述人物角色的思维和言语，而
是好像那些都是人物角色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以及“自由间接形式通常是叙述者和人物角色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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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第三人称人物的主观视角在文本中通常是以自由间接的形式出现的。”[1]这种主观性的显现
要通过上文提到的语言形式。

2.2. 《曼斯菲尔德》中自由间接引语的参与角色
这部分将主要聚焦小说中的叙述者和女主人公范尼·普赖斯。原因是小说中的其它角色虽然也和自
由间接引语有关，但和成熟主题关系不是很密切，所以这里将不做赘述。
2.2.1. 叙述者：介入评判的角色
简·奥斯汀的叙述者除了扮演故事的讲述者这一最明显的角色外，还承担了热奈特(1980)提出的几
种其他的叙述者功能。除了讲故事，叙述者可能会参照文本本身评论小说的创作——“舞台指引”功
能；有时候叙述者直接向叙述对象谈文本的阅读——“交际”功能；叙述者也可能评论他或她与小说
的关系——“见证”功能；当叙述者开始进行教导，评论故事中的行为，叙述者又承担了“意识形态”
功能[2]。
从言语呈现来看，《曼斯菲尔德庄园》没有那么引人入胜，然后奥斯丁却把叙述者强烈的意见嫁接
到小说中。比起奥斯丁的其它小说，这部小说中叙述者道德说教更加明显。在评论亨利·克劳福德调戏
女人及范尼·普赖斯的善良上，叙述者总是那么严肃和论断。这些无疑与小说的成长主题息息相关。
罗伊·帕斯卡也发现叙述者大部分是客观的，但有时也带有个人情怀，这也同小说《曼斯菲尔德庄
园》中的叙述者相吻合。
“主观化的介入叙述者对于像塞万提斯以及菲尔丁的这类作家的小说作品来说是极好的媒介。但是
在相当多的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或多或少地使用使得这一叙述者成为困惑之源，尤其是当叙述者的观
察时常以自由间接引语的主观陈述为特征……这类叙述者与全知的客观叙述者是相冲突的。萨克雷和特
里普的作品中这样含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简•奥斯丁只是偶尔忽视焦点的界限。”[3]
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叙述者是一个介入且论断的角色，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同时带有罗伊·帕
斯卡所说的个性化色彩。这些特征鲜明，使得我们有时很难区分叙述者的评论和人物角色的话语。这样
使我们能够以更好地诠释范尼·普赖斯的成熟历程。这些将在后文进行更为精细地探讨。
2.2.2. 范尼·普赖斯：沉默的角色
这里主要将女主人公范尼·普赖斯廓清在沉默这一特性中。因为这一性情根植于她且从未没有改变，
考虑到它的重要性，所以这部分必不可少。范尼相对的沉默是受述者对她进行深入了解的绊脚石。和其
它人相比，她谈论的较少，甚至可以说是沉默。她有她自己的想法，但是很少表达。因此她的沉默不是
无知的表现，而是她专注思考，成熟理性的标志。
她的沉默最深刻的体现是她要么是阅读要么是做些女红，好像这两样是她生活的全部。她很少与他
人的交流。对于她来讲，阅读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由于这种习惯，她失去了用言语表达自我的机
会。另一方面，这一爱好帮助她快速成长。除了这点之外，她的沉默还体现在她很细心的观察。有次，
范尼轻声地告诉爱德蒙，“作为旁观者，我可能看得比你清楚。”[4]她告诉玛丽·克劳福德，“我沉默，
但是我不瞎”[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范尼·普赖斯是个寡言但却有想法的人。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如果没有叙述者
介入性的评述，她的思想和想法将难以追踪和为人知晓。虽然采用这样的方式会使得人们怀疑叙述者对
女主人公的评论的可信度，但是借助于自由间接引语，受述者可以直接进入到她的思想并去了解她。这
样它具有了人物和叙述者的双重功能并带有两者各自的色彩。接下来将讨论自由间接引语是如何展现女
主人公范尼·普赖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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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由间接引语的效果
自由间接引语在小说中有多重效果。正如麦克海尔(1978)所说：“在特定文本的整个结构中，自由间
接引语的可能引起的效果是无法穷尽的；对于每一个独特的结构，自由间接引语将以最高的内化形式赋
予它独特的效果，”他还说：“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要概括出自由间接引语的第二层次(主题)的能效是
有难度的。对于包含着在第二层次中的第一层次，其能效的总结却易于实现。人们可以用中立的术语给
与概括评价。即使人们不能用这样概括的术语说明讽刺、同情等等所有的效果，但是也可以用不带感情
色彩的泛化术语来解释自由间接引语作为讽刺、同情、意识流以及多重声音的载体效能”。
以上引述主要说明了自由间接引语的主要效能。其他功能在本文中不再赘述，本文主要聚焦于多重
声音，因为它与小说的主题成熟密切相关。
麦克海尔(1978)认为理论家罗伊·帕斯卡最为明确地表明了自由间接引“双重声音”效能：
“这一叙述形式的存在加上小说人物角色的话语使得自由间接引语成为了双重声音模式。这一双重
声音模式的实现有赖于词汇和习语的讽刺意味(虽然当时帕斯卡没能明确指出这种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
用)，或者是隐含的叙述视角和道德评价，最为重要是倚赖‘构思’即呈现出来的不是直接的话语而是大
意并且随后将由介入叙述者自己安排”[5]。
多重声音给予了自由间接引语产生一种模棱两可的效果，徘徊于人物角色实际的思维和言语以及叙
述者对其呈现两者之间。
简·奥斯汀的小说创作过程展示了她对于自由间接引语的多重效果日益娴熟的。接下来将特别聚焦
于女主人公范尼·普赖斯的成熟过程。所举事例均来源于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自由间接引语，主
要分析其“多重声音”的能效。

3. 成长过程
《曼斯菲尔德庄园》这部小说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其讲述了女主人公的成熟过程。故事起源于范尼·普
赖斯的童年时代，进而追踪她的成长过程，篇章重点集中在她长大成人之后。在小说中简·奥斯丁希望
她的女主人公们能够通过自我体验和自我判断从而获取知识和提高道德。毫无例外，范尼·普赖斯也是
其中之一。玛格丽特·柯卡汉姆(1983)认为奥斯汀不会在她的小说中打发女主人公们直接从牧师那里获取
建议。尽管英国的教会牧师们承担着道德教育的使命，就像《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格兰特博士一样，
但这样做不能呈现范尼·普赖斯小姐自然而然地获取这些的成长过程[6]。她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实
现了从一个矮小怯弱的女孩到一个成熟理性范尼的蜕变。

3.1. 儿时范尼
当范尼还是个十岁的小女孩时，她被带到曼斯菲尔德庄园抚养。她胆怯羞涩，不愿引人注意。文中
是这样描述的：“小客人这时候要多难受啊。她人人都怕，自惭形秽，怀念自己刚刚离开的家，她不敢
抬头看人，不敢大声说话，一说话就要流眼泪。”[4]。
当然，她第一次离家，来到陌生的地方，这样的反应是应该被宽容的，同样这样的情感也应该被理
解。然而，我们从中可以追踪到她的胆怯和不自信的性情。这是儿时的她身上所具有的明显特征。她住
进曼斯菲尔德庄园后不久，她的表兄爱德蒙发现小范尼还具备其他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他可以断定她
有一颗温柔亲切的心，想要表现得体的强烈愿望。这些品质从她的童年一直持续到成年。她总是追求能
够做出正确判断，举动得体大方。这一愿望的实现正是她走向成熟的标志。

3.2. 成熟范尼
随着时间流逝，范尼已经十八岁了，开始了她的成年生活。这也是她成熟的始端。从这之后她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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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再受别人想法的左右。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奥斯丁借助于自由间接引语让她站立
于小说中各种视角之中。受述者读到的大部分关于其它角色的叙述都经过了她的过滤。她可以说是穿梭
于叙述者的视野所及范围。这种通过她的视角筛选，再由叙述者讲述出来的模式甚是独特。因此，就这
样她获得超越人物角色的所知。
3.2.1. 感激与理性
在第三卷第二章里，在范尼拒绝亨利·克劳福德的求婚后，托马斯先生长篇大论范尼的忘恩，她也
因责备感到撕心裂肺。之后受述者被告知：
“姨夫说克劳福德先生即将离去，这是范尼唯一感到不胜高兴的事。不过，姨夫的好言好语和克制
包含，虽然令她为之感动，但她头脑还是很清醒。当她考虑有多少真相不为他所明了时，她觉得他会采
取现有的方针是明摆着的事情。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拉什沃思先生，你就别指望他会异想天开地
体贴什么儿女之情。”[4]
引文部分使用的是自由间接引语。范尼的感激之情是令人惋惜的，因为她不得不屈从于托马斯先生
慈祥面容背后的权利，受述者这也只能对这样的从属关系无所适从。然而很快她的反思便同简·奥斯汀
叙述者公正客观的审视融合在一起。她的思绪天马行空，完全不被托马斯貌似热切关怀的监护所阻隔。
她知道并了解姨夫托马斯爵士的真正目的和他的人品。这可谓小说视角的转折点。随着视角的改变，范
尼凌驾于叙述者之上，对于其他人物角色品行的认识也在改变。因此，小说最不稳定的关系是范尼和叙
述者二者的，而不是范尼和其它人物角色的关系。
3.2.2. 痛苦和理性
为进一步追踪范尼替代叙述者的权威，下文将会对范尼以自由间接引语展现出来的视觉场景进行解
读。这些场景中，范尼对他人单独的观察和叙述者对于事物饱览无余颇为相似。这一方面给她带来痛苦；
但另一方面让她了解真相。当埃德蒙占用范尼的小马驹教玛丽骑马从而影响到范尼自己的锻炼时，范尼
高高在上地审视着这一切，痛苦地解读着其中意义：
“范尼觉得这些人在一起很高兴－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毫无疑问都很开心，她甚至能
听到他们的嬉笑之声。这嬉笑声却没法让她开心，她奇怪埃德蒙居然忘记了她，心里不禁一阵酸楚。她
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片草地，不由自主地瞅着那边的情景。起初，克劳福德小姐和她的骑伴徐步绕场而行
－那一圈可真不少。后来显然是经小姐提议，两人催马小跑起来。范尼天生胆小，眼看克劳福德小姐骑
得这么好，感到非常吃惊。过了一会，两匹马全停下来了，埃德蒙离小姐很近，他在对她说话，显然是
在教她怎么控制马缰，并且抓住了她的手。范尼看到了这一幕，或者说并非视力所及，而是凭想象捕捉
到的。对于这一切，她不必感到奇怪。埃德蒙对谁都肯帮忙，对谁都很和善，这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
事情吗？她只是觉得，克劳福德先生完全可以让他省了这份麻烦。他作为哥哥的，本该由他自己来给妹
妹帮忙，这是再合适、再恰当不过了。可是，克劳福德先生给吹得为人敦厚，虽然那么会骑马赶车，但
却不大懂这个道理，和埃德蒙比起来，毫无助人为乐的热忱。范尼开始觉得，让这匹马承受这样的双重
负担，未免有些残酷。她自己被人遗忘也就罢了，这匹可怜的马还得有人牵挂才行。”[4]
范尼渐渐地偏离了一个观众的角色，甚至“听到了他们的嬉笑之声”。这可能是因为骑马的人肺活
量很大，但同时也暗示了范尼不只是在距离上远离了其他人。而她和其他人这种疏远感的进一步体现则
是他们快乐的声音并没有使她感到快乐。热闹是他人的，她什么也没有。就像通常那样，奥斯丁使用了
斜体的人称代词，受述者很容易就注意到个体性的明显标记：同样的场景，视角不同，反响不同。(在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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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几页有一个有趣的场景，范尼的马夫一直在注视着克劳福德小姐，他的兴趣一点不亚于她。像伯特
伦兄弟姊妹那样，他也觉得克劳福德小姐骑艺的进步简直不可思议。)这里，让受述者惊诧的是范尼的视
力。骑马的场景对于她似乎有着一种催眠般的神奇魔力使她无法抗拒。她目不转睛毫无抵抗地注视着发
生的一切，甚至没有想过要移开目光。这正如奥斯汀的叙述者一样要不断地注视着所有情况。她的视野
范围毫无疑问是有限的。当涉及到拉手的细节，“她看到了这一幕，或者说并非视力所及，而是凭想象
捕捉到的。”有趣的是这模棱两可产生的效果不是受述者时而不时地怀疑他们的手是否接触在一起，而
是怀疑的兴趣都转移到了感知模式这一层面上。继范尼敏锐且深邃的视觉描述之后，文章又开始自由间
接引语的形式描述范尼的思想起伏。这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小说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范尼自己被人遗
忘于是就注视他人。这种关注便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叙述出来。范尼注视着其他人，受述者倾听她的
讲述。她痛苦地审视着这一切，但是最终她并没有因为感情的牵绊而责怪埃德蒙和克劳弗雷德小姐。理
性告诉她埃德蒙热心助人，谁都肯帮助。于是她归因于克劳弗雷德先生缺少责任感，不怎么通情理。从
范尼本人的角度出发，她这样便是理性战胜了情感。这里，受述者感受到范尼的情绪非常低落，因此，
她的分析不像其他时候那么清晰和令人信服。然而，不管范尼的性格以及她对社会分析多么的不完全和
片面，范尼的思想的结构和映射都标示着她代替奥斯汀式叙述者的尝试。

4. 结论
简·奥斯汀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比人们之前关注的更为普遍和复杂。通常人们认为她是自由间接
引语的先驱。正如杜丽·科恩所说，
“这种形式将书信体小说的灵魂铸入进第三人称的叙述之中。”(1978)[7]。
因此，奥斯汀对与自由间接引语的大力推广和快速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她对于自由间接引语的贡献促使它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在它的简单形式中，自
由间接引语有这几个部分构成：人物话语、第三人称和时态的变化。通常受述者很容易识别出它的简单
形式，它只是在重述问题或者再抒感情，与人物而不是叙述者的话语相呼应。这种类型的自由间接引语
可以取到用语简洁的效果；可以避免仅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相互转化的单调性和标记性词语的重
复使用；同时还可以合并一段很长时间内的一些微乎其微的话语。自由间接引语的更为复杂的形式则是
多重声音或者说人物角色和叙述者的双重声音。叙述者从人物角色已经说过的话语中挑选出特别具有言
语特色的单词，短语及句子，而不是完全的陈述；还可以像简·奥斯丁通常安排的那样，叙述者重新组
合言语，使用平行短语引起受述者对说过话语的某些方面的特殊关注；或者可能重复话语来强调，创造
一种过度的效果。由于还不能明确语言是人物角色的话语还是经过叙述者重新挑选和删除的改述，自由
间接引语的内容便具有了模糊性：人物角色似乎是在自我表述，而叙述者确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呈现内容
的。
简奥斯汀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自由间接引语以其复杂的形式作为媒介，深化了女主人公范
尼·普赖斯成熟这一主题。她经历了从一个小女孩到成熟女性的过程。当还是小女孩时，她胆小怯弱，
不能成熟理性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更糟糕的是，她羞于启齿，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亦或是女红。这样
就使得受述者很难走进她的世界。然而，借助于自由间接引语的多重声音功能，受述者得以了解她，甚
至超出了她自己所知道的。她了解到姨夫托马斯先生的在监护权下的真实意图，而没有受到来自对于他
抚养感激之情的左右。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和叙述者，她看到、听到她自己原本不可触及的东西，得知事
实的本相。虽然她承受很大的痛苦，但是她能够忍受它，接受事实，而不是自欺欺人。她最终战胜自我
感情，获得理性，最终完成了蜕变，成为一个思想独立和理性思考的成熟女性。
对于简·奥斯汀的研究并没有过时，还有更多领域值得我们探索。《曼斯菲尔德庄园》还可以从其
他哪种视角进行阐释，自由间接引语在奥斯汀的其它作品具有何种特殊功能等等待被谈论。而且，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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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研究不会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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