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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文本空间
刘

〔 摘要〕

岩

文化地理学旨在考察不同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ꎬ 这一视角丰富

了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空间及其意义: 一方面ꎬ 自然地理不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ꎬ 而且景观
本身也成为可以阐释的文本ꎬ 蕴含了集形态、 表征和意义为一体的文化政治命题ꎻ 另一方面ꎬ
文学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的传播会产生形态和内容上的流变ꎬ 使同一文学流派在不同区域的文
学作品中获得了独特的呈现方式ꎮ 关注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文本空间ꎬ 将有助于体察文艺作品与
人类社会和群体生活之间互为因果、 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ꎬ 拓宽文艺批评的材料来源和分析范
围ꎬ 从而更有效地洞悉文艺作品的意义生产机制和流变轨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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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地理学视角是在空间理论和地理批评的双重合力作用下形成的ꎬ 它关注的学
术议题集中围绕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展开ꎬ 针对文本中可见的空间与地方ꎬ 分析文本与其外
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ꎮ ① 人类文明总是在与环境不断协商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 一方面ꎬ 自然地理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并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形态和文化习俗ꎻ 另一方面ꎬ 人类为求发展而对自然地理不断实施
改造ꎮ 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进程ꎮ 因此ꎬ 人与环境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改变的张力也
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主题ꎮ 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可以为上述张力提供更完整的解释ꎬ 同时也有助于人们通
过研究不同空间和地方对于人的形塑力量ꎬ 思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ꎮ

西方批评理论中对于空间问题的洞察主要来自米歇尔福柯 (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ꎬ 他对边沁 (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 提出的全景敞视空间 (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 所拥有的规训作用做了一系列论述ꎬ 其核心理念促使后
来的空间理论家从不同角度持续关注空间中的各种权力关系问题ꎮ 如: 亨利列斐伏尔 (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
ｖｒｅ) 在其著作 « 空间的生产»

(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中ꎬ 就探讨了空间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关

系ꎻ 大卫哈维 (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不平衡现象做出了
分析ꎻ 爱德华Ｗ. 苏贾 ( 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ｏｊａ) 则提出要在空间性 － 历史性 － 社会性的三维辩证关系中考
察人与所处空间的关系问题ꎮ ② 与苏贾关注的洛杉矶有所不同ꎬ 瓦尔特本雅明 (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著作
中的巴黎所揭示的是现代都市空间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ꎻ 米歇尔德塞托 (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

ｔｅａｕ) 则以纽约为例ꎬ 分析现代人在都市的漫步中所体验到的疏离和陌生感ꎮ ③ 上述空间理论家对于空间
不同功能所做的分析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大多针对文学作品中空间问题的研究均落脚在 “ 权
力” 这个关键词ꎬ 着力审视空间形态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规约作用ꎮ 但随着 “ 地理批评”

( ｇｅｏｃｒｉ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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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ｓｍ) 的兴起ꎬ 空间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人类建造的现代化都市空间ꎬ 而拓展到以 “ 地方” ( ｐｌａｃｅ) 来命
名的地理环境ꎮ 以伯特兰维斯法尔 (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和小罗伯特Ｔ. 塔里 ( Ｒｏｂｅｒｔ Ｔ. Ｔａｌｌｙꎬ Ｊｒ. )

等为代表的地理批评家ꎬ 看到了真实的自然地理在进入文艺作品转变为想象的、 虚构的、 表征的地理过
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④ ꎬ 这一视角为文艺批评带来的启示是: 作家或艺术家在描写、 再现某一具体地理环
境时ꎬ 将自己原本对所熟悉的自然环境的感知进行了艺术再创造ꎬ 因此ꎬ 分析文本中的地理环境ꎬ “ 在
物质空间中理解文本ꎬ 历史地看待地理位置ꎬ 并同时关注不同空间如何反映、 生产和抵抗不同权力形
态” ⑤ ꎬ 就能够更好地把握文本的意义ꎮ

如果集中研究自然环境如何塑造了文化形态并影响了人的生存状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ꎬ 那

么ꎬ 这一关注点成为地理批评中被称为 “ 文化地理学”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和 “ 人文地理学” (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的分支领域ꎮ 在文学批评中ꎬ 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将人物的活动与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ꎬ 通
过分析作品中对自然环境、 城市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描写ꎬ 观察人物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空间中的移

动ꎬ 从而体察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研究有关 “ 分配、 生活方式、 意义体系、 生活实践以及
权力” 等议题ꎮ ⑥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文化地理学在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上均有突破性进展ꎬ 理论工具书包
括: « 文化地理学手册»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 文化地理学指南» (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 文化地理学: 核心概念批评辞典»
ｃｅｐｔｓ) 、 « 文化地理学读本»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Ｋｅｙ Ｃｏｎ￣

(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ａｄｅｒ) 和 « 文化地理学导论»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等 ⑦ ꎻ 方法论著作包括: « 如何做文化地理学» ( Ｄｏ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 实
践中的文化地理学»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和 « 理解文化地理学»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ｙ) 等 ⑧ ꎻ 在文学研究领域ꎬ 重要的学术成果包括 « 创造、 迁徙及征服: 古代英国文学中的想象地
理学与空间感知»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Ｏｌｄ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 早期现代戏剧的文化地理: １６２０—１６５０» (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ｒａ￣

ｍａ: １６２０—１６５０) 、 « 文学、 地理与地方的后现代诗学»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 以及 « 文学与地理: 历史进程中的空间书写»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和 «劳特里奇文学与空间手册»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等ꎮ⑨

早期的文化地理学仅仅停留在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塑造和影响ꎬ 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卡尔索尔 ( Ｃａｒｌ Ｓａｕｅｒ) 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ꎬ 早在 １９２０ 年代就曾提出 “ 文化景观”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的概念ꎬ 用来描述文化如何在自然环境中培育而成ꎬ 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作用ꎮ ⑩ 但自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ꎬ 文化地理学者运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ꎬ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考察ꎬ 尤其重新
审视了人在自然中的定位ꎮ 他们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运作机制所持的唯物史观ꎬ 更着力


揭示 “ 观念、 知识和社会实践在日常生活领域如何生产、 如何延续、 如何流通” ꎮ 
在这一思路指引下ꎬ

文本的边界得以拓展ꎬ 文艺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是传统的、 以文字形式展现并在纸质媒介上印刷的作

品ꎬ 还包括了流行文化在内的多媒介形式ꎻ 文艺批评使用的材料也不再仅仅是文艺作品以及相关文学史
线索ꎬ 还可以包括非正式出版物、 作家访谈、 日记、 创作笔记、 民族志、 地方志、 文化史、 移民史等相
关材料ꎬ 甚至可以征引包括政治经济学、 政治哲学、 地理学、 符号学、 人类学、 媒介学在内的多学科方


法论资源ꎮ 由于文化地理学关注的是 “ 人们的观念和想象与变化中的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 
ꎬ 是 “社



会群体与自然景观的相处方式以及人们建构地方和空间的方式” 
ꎬ 因此ꎬ 意义的生产、 表征、 传播、

流变、 接受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ꎬ 成为文化地理学重点阐发的焦点问题ꎮ 其中ꎬ 人们对于景观的认知以
及文艺批评中对于景观的研究最为典型ꎮ 景观原本指与人的世界相对的自然界ꎬ 包括山川河流在内的所


有自然地貌 
ꎬ 但在研究者眼中ꎬ 景观不再仅仅是物质和地理意义的客观现实ꎬ 不再仅仅作为人类活动

的背景而存在ꎬ 而成为充满政治角力的风景政治ꎬ 被普遍理解为 “ 由社会建构ꎬ 是饱受意识形态影响


的 ‘ 观看方式’ 的产物” ꎮ 
这不仅体现在景观本身携带着人类活动的印记ꎬ 更为重要的是ꎬ 景观被谁观

看、 被谁书写、 如何表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互动、 互识ꎬ 皆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烙印ꎮ

“ 作为表征方

式ꎬ 景观也是意识形态: 它是某种具体的观看方式ꎬ 这意味着: 景观不仅仅是陆地的风貌ꎬ 而且也是人




观看陆地的方式ꎮ” 
文化地理学者通常把景观视为集形态、 表征和意义为一体的三维概念 
ꎬ 其背后蕴

含着复杂的文化政治命题ꎮ

在某种意义上讲ꎬ 景观即文本ꎬ 这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考量: 其一ꎬ 文艺作品常常会再现物质

 ７０



意义上的风景ꎻ 其二ꎬ 物质意义上的风景本身可以被视为文本来阅读和阐释ꎮ 
作为文艺作品内容的风

景ꎬ 曾经仅仅被当作人类活动的背景ꎬ 但文化地理学者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自然风景与未能明显呈现的
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上ꎬ 从而观察到风景蕴含的符号价值和观念ꎮ 康斯太勃尔 ( Ｊｏｈｎ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的著



名画作 « 干草车» ( “ Ｔｈｅ Ｈａｙ Ｗａｉｎ” ) 被用来作为例证ꎬ 支持景观在上述两个维度的文本性 
: 其一ꎬ

画面近景中的马车、 溪水ꎬ 中景中的农舍、 磨坊、 树木ꎬ 远景中的树林、 草地、 白云ꎬ 以及赶着马车的
农夫和望着他们的小狗ꎬ 共同构成了这幅英国乡村常见的景致ꎮ 但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上述风景中的元素
是客观现实ꎬ 还应审视这些元素与生活在此的人之间的关系ꎬ 询问如下问题: 为什么艺术家描绘了这样


一个场景? 其背后的委托人是谁? 画面表现了人们的何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 
由此ꎬ 我们就会看到

彼时英国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ꎬ 分析出土地的拥有者以及为其劳作的农民之间的雇佣关系ꎬ
了解 １９ 世纪早期英国乡村的耕种习俗和产业链条ꎬ 从而把文学艺术中的文本空间延伸至文本外的经济
空间、 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ꎮ 不仅如此ꎬ 对于上述关联性要素的综合考察也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一地理区
域的自然条件如何影响并决定了英国浪漫主义的表达ꎬ 继而在地域、 地理、 自然以及文学艺术的主题和
形式之间建立起了有效联系ꎬ 在此基础上可以从文学艺术的表征透视其意义生成并确立的轨迹ꎮ
自然地理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制约作用ꎬ 不仅体现在对文本意义的影响ꎬ 而且还体现在同一文艺思
潮在世界不同区域和地理条件下会发生流变ꎬ 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一例ꎮ 源自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英
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ꎬ 工业革命在促进社会生产的同时也扩大了贫富差距ꎬ 这使得
先前的浪漫主义情怀被现实的冷漠残酷所取代ꎬ 文学主流也从咏颂自然之美转而关注现实中不同阶层的
人的命运ꎮ 在英国ꎬ 狄更斯集中描写变化中的伦敦ꎬ 尤其是生活在此的弱势群体ꎬ 包括儿童和青少年ꎻ
萨克雷关注的则是社会众生相ꎬ 以嘲讽的口吻描绘资本主义带来的物欲追逐ꎮ 在法国ꎬ 巴尔扎克和司汤
达同样把笔触伸向资本主义体制运作下的被边缘人群ꎬ 分别以场景群像和人物内心描写的方式呈现出变
化之中的法国社会ꎮ 而当现实主义思潮传到美国ꎬ 追求再现社会现实的美学理念得以延续ꎬ “ 战后工业


革命吸引人们从农场走向城镇ꎬ 继而走向混乱的城市ꎬ 城市充满诱惑ꎬ 但对外来者仍然保持神秘” ꎮ 
工

业化带来城市化ꎬ 也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ꎬ 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点上保留了其核心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
联系ꎮ 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 “ 场景的真实以及传统生活中的人物的日常” ꎬ 读者仿佛透过玻璃窗来


观看周围的世界ꎮ 
只不过ꎬ 透过美国的玻璃窗ꎬ 读者看到的是美国的社会变迁ꎬ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

横跨北美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ꎬ 美国农民从此 “ 在与自然的斗争中ꎬ 充当了国家的生产力ꎬ 但却受到


银行家、 铁路和 ‘ 托拉斯’ ( 工业垄断巨头) 的盘剥” 
ꎬ 这样的社会现实生动地反映在弗兰克诺里

斯 ( Ｆｒａｎｋ Ｎｏｒｒｉｓ) 创作的 “ 小麦史诗三部曲” 中ꎮ 与他同时代的德莱塞则集中描写普通人在大都市中


的漂泊与沉浮ꎮ 
在美国ꎬ 现实主义文学还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类型ꎬ 即 “ 地方色彩” (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ｏｒ) 或

“ 地方主义”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 “ 内战结束之后ꎬ 地方色彩的小说开始出现ꎬ 不仅是一个稳定的文学类型ꎬ


而且也被称之为美国文学中具有高显示度的类型ꎮ” 
美国由于地域辽阔ꎬ 加之其特殊的移民史和边疆

史ꎬ 不同地域的现实也不尽相同ꎬ 这种差异在文学中得以生动再现: 新英格兰地区的弗里曼 ( Ｍａｒｙ 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 Ｆｒｅｅｍａｎ) 和朱厄特 ( Ｓａｒａｈ Ｏｒｎｅ Ｊｅｗｅｔｔ) ꎬ 南方作家凯特肖邦 ( Ｋａｔｅ Ｃｈｏｐｉｎ) 、 凯布尔 (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ａｂｌｅ) 和切斯纳特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ｈｅｓｎｕｔｔ) ꎬ 西部作家马克吐温和哈特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ｒｅｔ Ｈａｒｔｅ) ꎬ


描写中西部的作家薇拉凯瑟和加兰 ( Ｈａｍｌｉｎ Ｇａｒｌａｎｄ) 等ꎮ 
这些作家记录当地人的讲话方式ꎬ 描写他

们的日常生活ꎬ 呈现人物在面对变革中的美国社会时所持的不同态度ꎮ 因此ꎬ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因其特
殊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而与欧洲现实主义呈现出差异ꎬ 又因其不同地域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发展出丰富的带


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文学ꎬ 甚至成为美国 “ 内战后数十年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主导类型” ꎮ 

文学思潮的地理流变不仅具体体现在文本细节以及创作风格ꎬ 而且还影响了世界范围的文学秩序ꎮ

在 １５ 世纪ꎬ 欧洲随着地理大发现开始了向全球扩张ꎬ 其中以 １４９２ 年哥伦布的美洲探险和 １４９８ 年达
伽马的亚洲探险为主要标志ꎮ 在全球性的奴隶贸易和殖民活动中ꎬ 欧美在世界其他区域陆续复制了一套
同质化的生产及管理模式ꎬ 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全球产业链和资本权力模式ꎬ 从而建构了以文明 / 野蛮二
元对立为基本依据的认知方式ꎮ 由于某些种族拥有理智、 理性、 技术等文化特征ꎬ 因此被认为在文明秩
序中处于 “ 更高级” 的地位ꎬ “ 他们很少承认原住民文化实践和文化传统的深度和复杂性ꎬ 并且总是在
西方等级差异的世界观模式下ꎬ 将原住民视为 ‘ 低级’ 或 ‘ 未开化’ 的民族” ꎬ 这一认知方式 “ 一直


维持着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 ‘ 新世界’ 之间想象的边界” ꎮ 
这一等级文明观的蔓延除确立了种族等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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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外ꎬ 还构成了区域内部的文艺共同体现象ꎮ 例如: 卡萨诺瓦的 “ 世界文学” 版图完全是以欧洲

( 甚至是法国) 为中心视角构建的ꎬ 虽然她承认文学在不同区域有差异性表达ꎬ 但文学史所依靠的归根
结底是 “ 世界文学市场上流通的特殊价值” ꎬ 而这价值的认定则取决于瓦莱里所言的 “ 文化或文明资


本” ꎮ 
据此ꎬ 只有那些拥有足够名望的作家创作的作品才具有 “ 经典性” ꎬ 才使其所归属的民族文学变


得 “ 高贵” ꎬ 从而在这些文本中赋予了 “ 超民族、 超历史的文学资本” ꎬ 构成了某种 “ 文学合法性” ꎮ 

在这样的文学版图中ꎬ 其他民族的文学要想获得认可ꎬ 就必须比照世界文学史已然确立的文学经典典
范ꎮ 国际性的文艺奖项也极大扩展了文化产品的地理范围ꎬ 如文学奖项 “ 诺贝尔文学奖” 、 电影奖项
“ 奥斯卡金像奖” 以及音乐奖项 “ 格莱美奖” 等ꎬ 这些都极大地带动了文学艺术及其衍生产品在全球范
围内的生产与消费ꎬ 不断地引发文化出版界、 传媒和学术研究的年度热点ꎬ 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固化了原
有的文艺标准ꎮ 因此ꎬ 文学流派在世界不同区域的传播和流变不仅仅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ꎬ 也是政
治体制和经济模式在全球蔓延之后导致的某种同质化文艺观ꎬ 这意味着文艺观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和接受
的同时ꎬ 有可能会忽视因不同地理区域所产生的特殊的文学表达并遮蔽差异性的文化政治诉求ꎮ
由于文化地理学旨在 “ 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ꎬ 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ꎬ 即



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ꎬ 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 
ꎬ 因此ꎬ 关注

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文本空间ꎬ 对外国文学研究有如下启示: 其一ꎬ 考察文艺作品的历史发生学语境ꎬ 分
析某一特定文本如何在具体的地理区域和文化地理环境中产生ꎻ 其二ꎬ 聚焦文本内部的空间要素ꎬ 包括
文本情节、 人物、 场景、 形式等艺术手法ꎬ 分析区域空间如何影响了上述文本空间ꎬ 并继而决定了文本
意义的呈现方式ꎻ 其三ꎬ 审视文本中的空间叙述与自然及社会空间之间的关联ꎬ 分析现实的地理空间转
化为文学地理和文学空间的路径ꎻ 其四ꎬ 观察文艺形式在跨区域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地理要素ꎬ 分析文艺
形式的跨国流变及其衍生的文学地理网络ꎻ 其五ꎬ 考察文艺作品的互文性与区域文化交流史的对应关
系ꎬ 分析文化交流进程和轨迹对文艺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ꎬ 从而理解文艺作品在世界范围流传过程中
发生的演变及其文化地理成因ꎮ 概言之ꎬ 关注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文本空间ꎬ 将有助于体察文艺作品与人
类社会和人类生活之间互为因果、 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ꎬ 拓宽文艺批评的材料来源和分析范围ꎬ 从而更
有效地洞悉文艺作品的意义生产机制和流变轨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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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ꎻ Ｅｒｉｃ Ｐｒｉｅｔｏ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２ꎻ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Ｐｅｒａｌｄｏꎬ ｅｄ. 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

ｒｙꎬ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６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Ｔ. Ｔａｌｌｙꎬ Ｊｒ. 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

⑩ 参见 Ｃａｒｌ Ｓａｕｅｒꎬ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Ｄｅｎｅｖａ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ｔ Ｍａｔｈｅｗｓ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Ｃａｒｌ Ｓａｕｅｒ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ꎬ Ｂａ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３６ － １４３.






 Ｃｈｒｉｓ Ｇｉ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ｒｄｏｎ Ｗａｉｔｔꎬ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ｉｎ Ｒｏｂ Ｋｉｔｃｈｉ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ｌ Ｔｈｒｉｆｔꎬ ｅｄ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ｏｌ ＩＩ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４１５ꎬ ４１８ꎬ ４１３ － ４１４.




 Ｄａｖｉ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 ꎬ “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 ꎬ ｅｄｓ. 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ｖｉｉꎬ ｘｖ.

 在广义上讲ꎬ “ 景观” (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可以指所有自然景观ꎻ 但在狭义上讲ꎬ 它仅仅指陆地景观ꎮ 文化地理学者常常


把景观细分为 “ 陆景” 、 “ 海景” ( ｓｅａｓｃａｐｅ) 、 “ 声景” ( 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 等ꎮ




 Ｄｏ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ꎬ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 ꎬ ｅｄｓ. 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０ꎬ ４９ － ５６.






 Ｊｏｈｎ Ｈ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Ｋｒａｆｔｌ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１１ － １１２ꎬ １１１ －

１１２ꎬ １１１.




 Ｌｏｕｉｓ Ｊ. Ｂｕｄｄꎬ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 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Ｐｉｚｅｒꎬ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３ꎬ ３４.

 Ｎｉｎａ Ｂａｙｍ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 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５ｔｈ ｅｄ. 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


ｎｙ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７.

 诺里斯和德莱塞的创作也被归为 “ 自然主义”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ꎬ 但很多学者主张ꎬ 自然主义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延伸ꎬ


其根本的美学主张有异曲同工之趣ꎮ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Ｂｒｏｄｈｅａｄꎬ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ꎬ １８６０ － １８９０ꎬ” ｉｎ Ｓａｃｖａｎ Ｂｅｒｃｏｖｉｔｃｈ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３ꎬ Ｐｒｏ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１８６０ － １９２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４６ꎬ ４７.

 关于美国地方主义作家的分类ꎬ 参见 Ｊｅｒｒｙ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ｅｄ. ꎬ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 １８６０ － １９１０ ) 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５７ － ６９.




 〔 法〕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 文学世界共和国» ꎬ 罗国祥等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８、 １０ 页ꎮ

 〔 美〕 迈克克朗: « 文化地理学» ꎬ 杨淑华等译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４ 页ꎮ



( 责任编辑: 潘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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