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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家”的书:《霍华德庄园》中的共同体重塑

文 蓉
(嘉应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梅州514015)

  摘要:福斯特的代表作《霍华德庄园》被称为一部“找家”的书。批评界主要从联结观、生态主义及焦虑主题等

角度分析这部作品,而对镶嵌于文本中的共同体意识多有忽视。小说通过对当时社会共同体意识缺位的描写,折

射出对共同体的思考和憧憬。在作者福斯特看来,传统的延续、个体的心智培育等都是有利于建构共同体的重要

因素。由此这部“找家”的书追寻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园”,而是探寻一个具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家园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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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是英国爱德华时期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霍华德庄

园》是其第四部小说,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这部作品“毋庸置疑是福斯特的代表作”①。
学者们大多从联结观、生态主义及焦虑主题等角度进行分析,然而对镶嵌于文本之中的共同体意识却多有忽

视。《霍华德庄园》被称为一部“找家”的书②,学术界往往将这个“家”解读为“精神家园”。然而,在威廉斯看

来,“从狄更斯到劳伦斯这一百来年中”,英国小说的一个“首要问题”在于“对共同体实质与意义的探索”,即
“什么是共同体,它曾经是什么,它可能会是什么”③。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霍华德庄园》“英国状况”小说

的实质④,笔者认为,“家”象征着共同体,这部“找家”的书显现出福斯特对于共同体的思考和憧憬。
福斯特在这部小说中指出,“一个民族所指望的最高礼物是志同道合”⑤。从更为深广的社会学意义来

讲,一个民族的志同道合在于一个有机共同体的建立,即一个“包含共同价值观或共同身份和特征的群

体”⑥。福斯特对于共同体的思考,来源于当时的英国状况。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最早在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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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然而,工业文明在带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先前稳定的社会秩序

带来巨大的冲击。利益熏心、贫富分化严重、工具理性至上的社会现状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人际关

系、价值观念以及“民俗风情和生活方式”等发生变化,先前“由宗教和亲属关系凝聚为整体”的共同体被打

破,过去曾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固有纽带摇摇欲坠,此时的英国爱德华社会犹如一个滕尼斯笔下的“机械的

聚合和人工制品”①,由此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对共同体新格局的需求”②。然而由于适应这种新格局的共

同体未形成,从而使英国爱德华时期的人们“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即“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无力诞生”③。
如何建立一个共同体新格局? 这成了当时小说家和批评家所思考的时代主题。作为爱德华时期著名的自由

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福斯特也不例外,他将共同体意识融入小说之中。那么,在《霍华德庄园》中,哪些方面显

示了当时社会共同体意识缺位的状况? 福斯特认为构建共同体的途径是什么? 本文拟试作探讨。
一 共同体的幽灵:工业文明

在工业文明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所有的人都得承受失去有机共同体的痛苦”④。在《霍华德庄园》这
部小说中,福斯特将共同体意识的分崩离析影射到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居住多年的“家”的失却。“家”是一个

充满关爱、责任、温暖、同情心等道德蕴含的有机共同体,给人们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与共同体带给民众

的感受是相同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伦敦,正如福斯特在小说中所描述

的那样,人在伦敦这块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一层高似一层地摞起来了。人口的膨胀以及住房的紧缺使伦敦城

市到处在改造。一所所旧的住所被拆迁,“无法想象的崭新的”公寓拔地而起。伦敦城成为福斯特笔下一个

毫无目的的“颤动的灰状物”(311)。这种“没完没了”的变动不仅使人们失去了居住多年的老屋,与之一起消

逝的还有维护人们内心“宁静而稳定的东西”(92)。福斯特由此将工业文明称为“游牧式文明”,因为这场文

明所普及之处,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流动感”,正如玛格丽特和海伦的对话中所提到的,她们的身份只是一个

永久的“旅行者”,只能把“每个旅馆都假装成自己的家”(382)。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状态使人产生孤独感,
玛格丽特想要“更多的人”的愿望就是这种心理的印证(95)。福斯特借此凸显出当时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缺

失,以及英国人缺乏认同感的社会状况。
上述状况有一个“财富语境”,散落于小说之中的“生意”、“财富”、“资本”以及“成功”等词无一不影射出

这一语境。在爱德华时期的英格兰,决定人们社会身份阶梯的不是“出身所赐的血统和法律特权”,而是“财
富”⑤。财富如同艺术一般,已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一语中的地指出,在
英格兰,“人类精神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财富的牟取之中。……英格兰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财富”⑥。在这

一语境之下,人们都在追寻利润最大化,他们的眼里“只看见自己的利益”,却“看不见全社会的共同利益”⑦。
当人人都着眼于个体的利益时,维系人际情感的内聚力就会消失,共同体生活的意义就荡然无存。小说中的

威氏父子———亨利和查尔斯———就是一例:他俩是“务实”的商人,并把“人人为己”视为座右铭(262),甚至视

为处理日常事务的唯一准则。来自社会底层的伦纳德便指出亨利是“这个世界的国王,有他自己的道德”
(291)。“有他自己的道德”一语凸显出亨利“摆脱了共同体生活的任何纽带”⑧。

小说通过对威氏一家以及伦纳德不同命运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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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竞争体系”的社会,对当时英国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给予了写实性的描述。伦纳德作为“牧人”或者“农人”
的子孙,在所谓“文明”的吸引下来到伦敦。然而伦敦并未给他带来任何飞黄腾达的机会,他如同一个“碍手

碍脚的存在物”盘桓在伦敦街头。他所居住的“地下室”、充满“哀怨”的眼神以及“老气横秋”的外表无一不展

现出一个底层人物的贫困状况,福斯特更是用“深渊”一词刻画出伦纳德“奴隶一般的生活”实景。而威氏一

家是当时社会富有的上层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生意头脑使他们实现了资本和利益的快速积累,成为别

人眼中“走正道的人”(133)。无论是时时伴随他们出行的汽车,还是他们如同“蝌蚪”一般多的房子,无一不

彰显出他们的身份与富有。文本中亨利表达了他对贫富问题的看法,“努力工作的人会上升到顶层,而不劳

而获的人会掉到底层”(189)。然而海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穷人只会更穷是因为富人更富”,因为众多如同

威氏父子一样的资本家们“削减”职员们的薪水,“抹煞”他们的独立性(234)。最终伦纳德在亨利不负责任的

错误信息引导下,失去了唯一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作,并且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伦纳德的这一底层人物的

个人悲剧,实则影射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使英国国家岌岌可危的困境。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如同迪斯累

里笔下的“两个民族”,是不可能实现共同体的;只有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得到确保时,才有可能呈现出“人
人生而平等”的共同体生活。

利维斯(F.R.Leavis)认为英国的“前工业社会是‘一个体现鲜活文化的有机共同体’”①,这种有机共同

体存在的原因在于音乐、艺术、哲学等这些“共同符号”赋予人们共同的价值和意义,才“凝聚了一个共同

体”②。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在商业利益面前,文化的内涵和意义被更改,文化“失去了力量和权威

感”③,先前有机的文化共同体遭遇破坏,这一点从小说中威氏父子和伦纳德对待文化的态度可以看出。威

氏父子虽自认为“掌握了生活的一切”,但他们的心中没有“人类沉寂而悲怆的音乐”④,他们对艺术毫无兴

趣,遑论鉴赏力;有益于陶冶性情的文学和艺术对他们来说是“胡说八道”,甚至被视为“垃圾”(225)。与他们

相反,小人物伦纳德即便受穷挨饿,也坚持阅读罗斯金、听音乐会以及欣赏画作;然而,这种看似对文化的恪

守与坚持,实则只是为了攀往人生阶梯的更高一层,成为他跻身上层社会的筹码。当他听到玛格丽特对文化

侃侃而谈时,就认为如果自己也能这样掌握文化,那“就会把整个世界攥在手里”了(46)。当伦纳德的这种梦

想幻灭之后,他发出了“诗歌什么都不是”的感慨(275),由此可以瞥见福斯特对于文化共同体缺失的焦虑。
国民精神和信仰的无所皈依,亦是这一时期共同体意识缺位的表征。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目的

在于“加强社会秩序”。英格兰宗教的核心精神在于“爱你的领人”、“慈悲为怀”、“公平正义”等⑤。有这样的

精神,无论生活中风行什么,人们“都会充满力量、觉悟与安宁,并且高高兴兴地为他人服务”⑥。就这一意义

而言,宗教信仰有益于共同体精神的形塑。然而,工业主义盛行的爱德华时代被称为一个“资产的时代”,在
这种时代语境之中,人们热衷于功利目标,宗教信仰逐步式微,“人对上帝的义务变为一种术语,一个怀疑,一
种朦胧的幻影”⑦。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当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太太外出采购圣诞节礼物

时,玛格丽特坦承圣诞节“过不过都没有意思”(101)。圣诞节作为英国最传统、最隆重的节日,不仅仅意味着

团聚和友爱,同时它具有强烈的“仪式性”和“信仰性”,从而被赋予了深厚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

体现。然而,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进程,节日已变得商业化和消费化,表面看似“狼夯”和热闹喧嚣,人
们之间互送礼物与贺卡,但已破坏了原本“祥和的祝福”,完全失去了传统的文化内涵。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描述了爱德华时期共同体意识缺位的实况。贫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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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严重、人际关系失衡、信仰的虚无、文化的缺席等都是这一时期共同体分崩离析的表征。那么,应该如何重

塑共同体呢? 这也是福斯特在小说中所探讨的命题。
二 共同体的基石:传统

一个有机共同体的延续,要依靠“精神、道德和情感传统”①。霍华德庄园就是融精神、道德和情感传统

于一体的象征。戴维·洛奇曾指出,“给作品选定一个书名是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因为这个书名可

以精炼地把小说的内容提示出来”②。小说名为HowardsEnd,其中“end”一词意为“终端”,而“终端是有射

线的,这个射线就是人,而人不能没有传统,不能割断传统”(译序,12)。小说围绕霍华德庄园展开,它不仅是

小说情节发展的场所,而且是英格兰传统延续的载体,亦是福斯特心目中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不是

“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强烈的历史宿命感”③。
小说开篇通过海伦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件,描述了霍华德庄园的样貌。不同于现代昂贵的大饭店,这个庄

园“很旧,很小,不过总的说来看着很顺眼”(1)。“旧”显现出这所庄园的历史悠久和古老沧桑,“顺眼”在于这

个庄园的和谐、宁静和威严。当城市处于“变动的狂热”之中,并使人们处于一种“灰色的生活”之时,庄园的

生机盎然使人看到了“坟墓这边的希望”(251)。小说在描写霍华德庄园之处,都会提到那颗“依傍住宅生长”
的山榆树。山榆树“躬身护着”霍华德庄园的意象,指向守护着庄园的威尔科克斯太太,她从祖辈那里继承了

霍华德庄园,后者寄予了她整个精神生活和希望。威尔科克斯太太被誉为“贵族”,显然这里的贵族不是指出

身或血统,而是一种文化身份。她出生于一个“十足的礼仪之家”(332),礼仪的重点在“礼”,而非“仪”。从本

质上来讲,礼仪体现善良,体现出尊重人的道德情感,它是个体素养的体现;而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来讲,
礼仪能够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一个时期文化传统的表征。传统是一种共同体的内聚力,它是指“崇
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把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行为模式视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④。小说中的话语也

印证了这一点,“过去能够传下来的本能的智慧单单传给了她(威尔科克斯太太)”(24)。威尔科克斯太太喜

欢民俗学,她没有对物质利益的欲望,对下层社会的人怀有同情和怜悯之心。用她自己的话说,“我随时给仆

人一些钱”(96)。可以说,威尔科克斯太太是那个“无序”时代尊崇信仰和传统的标杆。
威尔科克斯太太在弥留之际,将霍华德庄园赠予了玛格丽特,因为在威尔科克斯太太看来,玛格丽特是

她的“精神继承人”(118)。玛格丽特是利维斯笔下“少数人”的代表,她维护了“传统中最微妙、最易消亡的部

分”⑤。当玛格丽特第一次来到霍华德庄园时,她认为庄园是有生命的,她能听到房子的“心脏”跳动的声音。
跟随威尔科克斯太太多年的埃弗里小姐“错”将玛格丽特当成已故的威尔科克斯太太。在亨利看来,这是由

于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太太一样,手里紧握着“一把野草”(246)。实际上,埃弗里小姐并不是没有将她们

两人分辨开来,而是意识到她们身上有一种情感的共鸣和传统的延绵,她相信玛格丽特会像已经故去的威尔

科克斯太太一样,扎根于共同的事情———守护庄园,维护传统。
小说中的埃弗里小姐一直是被学术界所忽视的一个人物。福斯特对她着墨不多,然而她对主要人物的

命运转折起了关键性作用。亨利将埃弗里小姐归为“愚蠢”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自耕农,但是

玛格丽特却看出她具有“敏锐的智慧”和“毫不虚饰的高贵气质”(329)。埃弗里小姐在威尔科克斯太太去世

之后,一直守护着庄园;她指出了亨利的性格缺陷,认为威尔科克斯太太应该嫁给一个“真正的士兵”(332),
而不是亨利这类将地球变成灰色的人。她将玛格丽特存放在霍华德庄园的家具一一归位,并将玛格丽特父

亲的剑从剑鞘里拔出,挂在书籍之中,由此提供了小说人物智识、人际关系乃至命运发展转折的契机。在玛

格丽特看来,她对英格兰的爱恋,是通过“那座房子(霍华德庄园)和埃弗里小姐显露的”(249)。埃弗里小姐

对乡土的眷恋、对传统的维护是英格兰典型的自耕农形象的化身。在福斯特看来,英国的传统在自耕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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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耕农是英格兰传统的庇护人。
威氏父子全然没有对霍华德庄园的眷恋,无视庄园背后所凝聚的传统和共同体精神。对他们而言,霍华

德庄园只是一处可以随意租售的财产而已。在打量庄园时,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它能否得到物质回报。小

说中有一个值得推敲的细节:海伦向伦纳德讲到:“有一种噩梦般的理论,说一个特殊的种族在诞生,将会在

未来统治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因为那个种族缺少那个说‘我’的东西。”(284)海伦进一步解释道,“所有守规矩

的人都说‘我’”(86)。此处的“守规矩”就是对传统和秩序的遵守。威氏父子一类人是海伦眼中将来统治大

英帝国的“特殊的种族”,然而他们却无视传统的价值;由他们来掌控英格兰的命运,其结果犹如“噩梦”。福

斯特在小说中也表明了对这类人的态度,“但凡有人敢对各种习俗犯上作乱,报复性惩罚毫不留情”(403)。
这里的“习俗”指传统,而威氏父子这类人违反了习俗,悖逆了传统,因此最终受到了惩罚———查尔斯因过失

杀人被判入狱,而威尔科克斯则“垮了”、“完了”(406)。
玛格丽特在找“家”之时,希望能够租住在霍华德庄园,因为那个住宅“有一些东西”,能让人感到“温馨”

(207)。这里的“一些东西”就是蕴含于庄园的传统内涵,因为庄园的一草一木都是“陶冶性格的那种内聚力”
(316)。面对爱德华时期共同体意识缺位的社会状况,福斯特认为解决途径之一就是依靠英格兰民族传统的

力量,拯救当时“无序”的社会状况,小说的结尾也点明了这个主旨:过去在净化现在。这里的“过去”指的是

维护秩序稳定和心中安宁的传统文化。须在此指出的是,对传统的留恋并非反对进步。换言之,福斯特并非

旨在回到过去“非工业化的、农业的、前汽车时代”①。他深知社会向前发展的车轮不会停下,深知“未来终归

会到来”(363)。他只是借由霍华德庄园告诉读者:当社会不断进步之时,传统不能被摒弃,这样才不会出现

辗转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困境;只有维护了传统,当未来到来时,世界才会充满“孩童的欢笑和话语”(363)。
三 共同体的支柱:心智培育

心智培育是建构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心智培育不仅加强个人内在的道德辨识力,而且有助于培植共同

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共同体所必须的凝聚力。然而,福斯特所在时代可以用利维斯的话来形

容:“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心智成熟的民众。”②这是由于英国自维多利亚时期以来,“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

上是机械文明”③。如卡莱尔所说,机械文明不仅使“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

械了”④。福斯特提出了“发育不良的心”(theundevelopedheart)一说⑤,显然是秉承了以卡莱尔为代表的文

化批评传统,同时也是对利维斯所指的“缺乏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回应。“发育不良的心”使社会成员之间难

以形成共同的信仰、志趣、价值诉求等,从而阻滞了共同体的构建,这正是福斯特的关注焦点。
在《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用“核心部位出现腐烂”(404)一语来展现主人公亨利心智的不成熟。亨利即

便牢牢地抓住了“生活的绳索”,也总像玛格丽特所说的那样,免不了一种“迟钝”,即对周遭的事情没有反应

(228)。他从不相信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问题”是“少数新闻记者为了生计编出来的说

法”(234)。他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抱持一种冷漠的态度,这在他跟海伦的对话中表露无遗———他教导海伦不

要因穷人而“多愁善感”,理由是“穷人就是穷人,你尽可以为他们感到遗憾而已,但是仅此而已”(234)。亨利

的内心生活也不无“腐烂”,他常常为了那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而苦苦挣扎”(200),好在他与玛格丽特的婚

姻为他提供了心智培育的契机。如果说亨利代表的是“物质文明”或“世俗世界”,小说中玛格丽特则是“精神

文明”或“灵魂世界”的代表,或者说“心智成熟的民众”的代表。用小说叙事者的话说,玛格丽特的心智成长

得“既顺从又坚强”(34)。她心智的成熟,表现为超凡的智慧和敏锐的感知力,以及理性与感性的良好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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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关注并同情穷人,热衷于文学和艺术,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奉行“人际关系至上”的观念。她注意到现代文

明使人们“丧失了人性”,意识到亨利“生意头脑”中“因袭的缺点”(221),以及他“灵魂深处”的弊病,因而希望

借助婚姻来实现对他的心智培育。也就是说,玛格丽特嫁给亨利,并非以情感为基础,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正
如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所说,“灵魂世界肯定优于世俗世界”(124)。她所要做的“不是把二者对立起来,而
是把二者调和起来”,并且希望与亨利建立一种“志同道合的信仰”(124)。

亨利心智培育的转机发生在其子查尔斯被捕之后。查尔斯因失误杀人锒铛入狱,导致亨利内心世界坍

塌。此前,他的内心世界就已荒芜,他蔑视文化和传统,过度推崇工具理性,这就阻碍了他心智的正常生长。
玛格丽特发现,“让他垮掉是她唯一的希望”,因为亨利只有在“垮掉”之后,才能意识到心智培育和精神生活

的重要性,开始反省和自我调节。亨利过去总是把财富攥在手心,丝毫不通人情。得知未婚怀孕的海伦想在

霍华德庄园借住一宿时,亨利竟断然拒绝,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会威胁到他对霍华德庄园的主权,而且也会

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同时他还担心隐瞒多年的秘密会被玛格丽特发现———威尔科克斯太太曾留下遗嘱,将
霍华德庄园赠与玛格丽特,而在亨利看来,那只是病人“神志不清”时的呓语,因而将遗嘱撕毁。经过在霍华

德庄园的“养精蓄锐”之后,亨利的心智得以改变和发展。个体的心智成熟在于具备一定的道德情操、“心态

开放”并能够“敏感于他人的利益”①,亦即具备善良和同情心等品质。亨利最终将霍华德庄园留给了玛格丽

特,并向玛格丽特坦诚了他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同意玛格丽特在其死后由她的外甥(即海伦的孩子)来继

承庄园,而这个孩子是海伦与自耕农伦纳德所生的。亨利过去对伦纳德这些社会底层人员充满了一种居高

临下的优越感,可是最终他能认可伦纳德的子嗣来继承财产,这说明他的心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成熟的心智是确保人与人之间良好沟通的根本。亨利最终的心智成熟,不仅改变了其昔日“拒绝连接”

的心境,也传递了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可能。在小说的结尾,亨利听到海伦与她的孩子回来的声音,便面带微

笑地说道:“他们终于回来了。”(416)“终于”二字显现出亨利对他们的期盼,此时的氛围充满了“感人的喜

悦”,这种氛围折射出一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境界的人对于共同经验的感受,而这则是建立一种共

同体生活的支柱。事实上,建立与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境界的人的联系,正是福斯特著名“联结观”的核心意

义。几乎贯穿于福斯特全部小说的“联结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的维度跨越阶层、性别、种族

乃至国别,从而探寻一种构建共同文化、共同生活的途径。在其另一部“英国状况”小说《最漫长的旅程》中,
福斯特通过对乡村共同体危机以及城郊共同体弊病的描写,折射出共同体重塑的希望在于英国中产阶级与

自耕农的联结。而在其著名的《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对于联结的情结体现在印度民族同胞之间的团结友爱,
以及印度与英国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及理解,从而构建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印度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大

同”的想象共同体。② 可以说,“联结”观承载着福斯特的共同体愿景。
总之,《霍华德庄园》是一部关于爱德华时期“英国状况”的社会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福斯特通过对伦敦

市民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等的描写,凸显了一个共同体意识瓦解的社会过程。功利至上的社情

现状使社会成员奉行“人人为己”的理念,昔日亲密无间的关系被利益所取代,个体之间没有共同的目标与体

验,共同体生活必然解体。小说中,无论是底层人物伦纳德,还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玛格丽特,或是拥有诸多房

产的亨利,都处于一种漂泊不定、没有根基的状态之中,由此映射出当时社会共同体意识缺位的状况。因此,
“找家”追寻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园”,而是探寻一个具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家园共同体。小说中的霍华

德庄园,不仅是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缩影,亦是福斯特心目中“想象共同体”的呈现。玛格丽特将霍华德庄园称

为“永久的家”,各个阶层的人在这里实现了“联结”,它不啻一个社会有机共同体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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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企平教授在其《从自我到非我———<丹尼尔·德隆达>中的心智培育之路》(《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中,将“心智培育”定义为:
冶炼情操,调节人的理性和感性,使人全面而和谐地发展,使人的举止优雅、心态开放,敏感于他人的利益;尤其指自我怀疑、自我约束和自我

牺牲(精神的培育)。
文蓉《想象的共同体:<印度之行>中的共同体形塑》,《嘉应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