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业务课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

外国文学史

科目代码：

616

一、考试目的和要求
《外国文学史》是 2017 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
试的科目之一。课程考试的目的在于测试考生对于外国文学的文学思潮、流派特
征、基本概念、经典作家作品的掌握情况以及阅读分析文本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内容
考试基本内容包括从古代到 20 世纪的欧美文学、俄苏文学和亚非文学。重
点是欧美文学思潮中涌现的经典作家作品，主要有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
文艺复兴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
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三、考试方式
闭卷
四、考试题型
1.名词解释（40 分，共 5 题）
2.简答题（50 分，共 5 题）
3.论述题（60 分，共 2 题）
五、考试知识点
（一） 古代希腊罗马文学
1．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神人同形同性和以人为本是它的基本特征。它
是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并为后世欧洲文学提供了丰富养料。
2．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都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塑造了阿基琉斯、
赫克托耳和奥德修斯等众多英雄形象，成为欧洲长篇叙事作品的范本。
3． 古希腊戏剧起源于酒神祭祀。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
斯。阿里斯托芬是“喜剧之父”
。希腊化时期的社会风俗喜剧以米南德为代表。
4． 古希腊文学还有萨福的抒情诗，《伊索寓言》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
5． 古罗马文学以继承和模仿古希腊文学为主，但也具有其民族特色。古罗马的三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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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
（二） 中世纪文学
1． 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学开创了欧洲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另一个源泉。
2． 中世纪世俗文学的最大成就是史诗、谣曲和罗曼史。英格兰史诗《贝奥武甫》具有
民间童话性质。罗曼史是欧洲骑士制度的产物，表现骑士阶层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理想。
3． 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抒情诗
集《新生》崇尚爱情的精神力量，把世俗爱情提升到宗教感情的高度。但丁的《神曲》采用
中世纪梦幻、象征手法写成，以诗人神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经历，喻示“人类精神”
依凭理性和神学信仰的引导，由罪恶到净化至永恒福乐境地的艰难历程。
（三）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目的是摧毁以“神”中心的
封建意识形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新思想、新文化。
2．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彼德拉克被称之为意大利“诗歌之父”
；薄伽丘的《十
日谈》揭露教会的腐败黑暗，抨击摧残人性的禁欲主义，宣扬爱情欢乐，肯定现世生活。
3． 法国人文主义代表作家是拉伯雷，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运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
讽刺神学，并正面描写人文主义理想的图景。
4． 维加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羊泉村》歌颂了农民为维护自身权
利而进行的反封建领主的斗争。西班牙流浪汉小说是人文主义之外的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
代表作有无名氏的《小癞子》
。
5． “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开了英国人文主义文学的先河。托马
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斯宾塞写出了英国第一部民族史
诗《仙后》
；大学才子派”为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繁荣奠定了基础。
6． 塞万提斯是西班牙人文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堂·吉诃德》用戏拟骑士小说的
写法，尖锐地嘲讽当时已起着毒害作用的骑士小说和没落的骑士制度。
7．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悲剧代表作《哈姆雷特》反映了人文主义
思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斗争。
《李尔王》写
金钱和权欲对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麦克白》写野心与善良天性的冲突。
（四） 十七世纪文学
1． 17 世纪文学包括巴罗克文学、清教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
2． 巴罗克文学以华丽散漫、繁复造作为特点，它起源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兴盛于法国。
3． 反映清教思想的文学主要是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弥尔顿是它的杰出代表，他
在革命遭受挫折时写的长诗《失乐园》、
《复乐园》和诗剧《力士参孙》均取材于《圣经》
。
此外，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则是一部纯粹的清教主义作品，是梦幻文学代表作。
4． 高乃依是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悲剧《熙德》是古典主义第一部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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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拉辛在创作中把“三一律”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悲剧《安德洛玛克》是他的代
表作品。布瓦洛是古典主义理论家，他的论著《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
5． 德莱顿是英国古典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蒲伯使英国古典主义达到高潮。
6． 莫里哀把古典主义的发展推至高峰。代表作《伪君子》通过中心人物达尔杜弗的形
象，深刻揭露了教会势力的欺骗性和伪善性。
（五）十八世纪文学
1． 启蒙运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政
治思想文化运动。
2． 英国的启蒙文学十分繁荣。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塑造了“一个真正的资产者”
形象。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讽刺和抨击了英国社会秩序和资本主义文明。理查生以
书信体小说进行道德劝善。菲尔丁把现实主义小说推向了高峰，他的代表作是《汤姆·琼斯》
。
3． 法国启蒙运动“四大家”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孟德斯鸠的《波
斯人信扎》是第一部获得广泛影响的启蒙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部哲理小说；伏尔泰的《老实
人》是哲理小说的典范之作；狄德罗，
“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的代表作《拉摩的侄儿》
是一部“辩证法的杰作”
；卢梭是最激进、对后世最具影响的启蒙作家，他的文学代表作是
《新爱洛依丝》
、
《爱弥尔》和《忏悔录》
。博马舍是最杰出的启蒙戏剧作家，他的《费加罗
的婚姻》喻示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4． 莱辛是德国启蒙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是启蒙时期最杰出
的文艺论著，也是现实主义的理论经典之一；市民悲剧《爱米丽亚·伽洛蒂》是他的文学代
表作。启蒙文学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得到长足发展，这场运动以赫尔德尔为理论家，以歌
德和席勒为主要代表
5． 歌德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维特是狂飙突进精神的体现者。
《浮
士德》肯定了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浮士德一生的探索经历了书斋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
艺术悲剧和事业悲剧等五个阶段。靡菲斯特代表着否定精神，他引诱浮士德误入歧途，却为
浮士德的精神超越提供了可能性。
6． 启蒙文学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发展。俄国的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反映了农奴
制俄国的社会问题
（六）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1．德国是浪漫主义的诞生地。海涅是德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为《德国
——一个冬天的童话》
2．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开辟了英国浪漫主义文
学新时代。拜伦、雪莱、济慈是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雪莱的代表作是浪漫主义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西风颂》。司各特写出了《艾凡赫》等浪漫主义历史小说。
3．拜伦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早期代表作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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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浪漫主义叙事诗新颖独到的体裁样式和结构形式。后期代表作长篇诗体小说《唐·璜》把
讽刺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4．夏多布里昂和史塔尔夫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早期代表作家，后期出现了伟大的雨果、
小说家乔治·桑和缪塞。大仲马则把通俗小说发展到了空前水平。
6．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欧那尼》成为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巴黎
圣母院》暴露了教会的黑暗，
《悲惨世界》宣扬了以博爱主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7． 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有：爱默生、梭罗、朗费罗、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
等等。惠特曼是美国浪漫主义最伟大的代表。
《草叶集》革新诗歌形式，创造了一种风格雄
浑豪放、语言粗犷活泼的自由诗体。
8． 茹科夫斯基、莱蒙托夫是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普希金早期的作品也属于浪
漫主义。
（七）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欧洲部分）
1． 现实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在欧洲确立统治地位之后的金钱社会的产物。这股文学思
潮重视对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2． 司汤达的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提出了现实主义原则，成为法国现实主
义作家们自觉遵循的纲领之一。代表作《红与黑》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主人公于连是一个
复杂而矛盾的个人奋斗者形象。
3．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座文学丰碑。其中的《高老头》深刻揭露了金钱的罪
恶，中心人物拉斯蒂涅是一个初出茅庐、初试锋芒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他的性格在作品中有
着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4． 狄更斯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名利场》对现实主义
作出了新贡献。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在欧洲文学中最早写劳资矛盾。勃朗特姐妹
的《简·爱》
、
《呼啸山庄》等小说别具一格。哈代是 19 世纪后期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
5．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较晚，但在 19 世纪后期走到了前列。丹麦的安徒生是世
界著名的童话作家；勃兰兑斯是杰出的文学史家。挪威的易卜生是北欧现实主义的代表，享
有“现代戏剧之父”的称誉。
（八） 俄罗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1． 普希金既是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又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
开创性地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和“多余人”两大系列形象。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社会心理小说。
2． 屠格涅夫的《罗亭》和《贵族之家》分别塑造了两个 40-50 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塑造了最后一个“多余人”。
3． 果戈理是“自然派”的创始人。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外套》等深化了“小
人物”主题。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开创了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新阶段。代表作长篇小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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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灵》是一幅无情揭露农奴制社会的讽刺画，使俄国小说由情节小说发展成为性格小说。
4．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三人相继创立、发展并完善了现实主义
文艺理论体系。屠格涅夫发表《前夜》和《父与子》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在长篇小说《怎
么办？》中塑造了“新人”形象。
5．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戏剧艺术的革新家，代表作《大雷雨》是俄国戏剧文学进入新阶
段的标志。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俄国诗歌史上第一部把农民放在
中心位置上的作品。
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穷人》表现了“小人物”的美好心灵。代表作《罪与罚》
着重分析主人公犯罪前后心理活动的复杂过程。《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由多中心多主角
的结构模式构成的“多声部小说”
。
7． 列夫·托尔斯泰是 19 世纪俄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匠。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
俄罗斯民族战争史诗和俄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安娜·卡列尼娜》批判了整个上流
社会，塑造了俄罗斯优秀贵族妇女的典型形象；《复活》是作家思想探索和创作实践的艺术
总结。
8． 契诃夫是俄国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以短篇小说大师著称于
世。
《第六病室》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
。
（九）美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1． 独立战争以前，在美利坚民族居住的区域只有殖民地文学和英国移民文学。斯托夫
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文学中第一部带有民主倾向的现实主义小说。
2．豪威尔斯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詹姆斯是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欧·亨利是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杰克·伦敦的小说将对社会的批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马克·吐温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幽默讽刺作家。长篇代表作《哈克贝
利·费恩历险记》通过孩子的口吻讲述冒险故事，剥下了美国社会“民主”、
“自由”、
“文明”
的伪装，谴责了种族主义。
（十） 十九世纪自然主义和其他文学流派
1． 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前期象征主义等 19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文学流派，是 19 世纪
和 20 世纪文学之间的桥梁，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2． 法国诗人戈蒂耶和英国作家罗斯金为唯美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英国作家王尔德是
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他在独幕剧《莎乐美》中塑造了一个疯狂追求瞬间的美感享受的形象，
小说《道林·格雷画像》宣扬了唯美主义艺术观和人生观。
3． 前期象征主义即象征派产生于法国。波特莱尔是该流派的先驱。代表作家有：擅长
抒情诗、注重音乐性的魏尔伦，想象瑰丽、语言奇崛的兰波和象征派的领袖马拉美。
4． 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人间喜剧》之后的又一座文
学丰碑。
《萌芽》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罢工斗争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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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莫泊桑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代表作《羊脂球》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歌颂了下
等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气节。
6． 波特莱尔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的象征主义诗歌和诗论使欧洲诗歌从古典诗
传统走向了现代诗时代。代表作《恶之花》在艺术上独辟蹊径，成功地运用了通感和象征手
法。
（十一） 20 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
1．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英国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肖伯纳、高尔斯华绥、
毛姆、劳伦斯、多丽丝·莱辛等人。
《金色笔记》是一部反映世界历史风貌的实验小说。
2．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是罗曼·罗兰、托马斯·曼、马丁·杜伽尔，安德烈·纪
德等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人称为“音乐小说”
。纪德的小说《窄门》
有力地鞭笞毒害人们心灵、束缚人们天性的宗教道德。
3． 德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有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黑尔曼·海塞，雷
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以“雷马克式”的语言，极其真实、客观地描写了“战壕真实”
。
4．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有德莱塞、海明威、辛格、米切尔、斯坦贝克、马拉
默德等人。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写了 “美国梦”的破灭。海明威的写作善于塑造的硬
汉子形象，代表作是《老人与海》
。米切尔的《飘》形象地再现了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由兴
盛到崩溃的历史。辛格以“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
。
5． 俄苏现实主义文学：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旗手。
《母亲》第一次塑造
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的形象。
《静静的顿河》艺术地再现了哥萨克社会的巨
大变化，进而揭示葛利高里悲剧的深刻典型性。
（十二）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
1． 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
人哲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2． 象征主义文学：祖师爷是 19 世纪的波德莱尔。前期象征主义代表作家是魏尔伦、
兰波和玛拉美。后期代表作家是瓦雷里（法），里尔克（奥）
。艾略特（英）
，叶芝（爱），梅
特林克（比）
。前期象征主义主要表现个人的忧郁苦闷，表现个性象征与情感象征；后期主
要表现社会的精神危机，表现普遍象征和抽象意义和思辩性的象征。
3． 意象派：这是一个诗歌流派。意象派的领袖是庞德和罗韦尔。
4． 表现主义：代表作家有奥地利的卡夫卡，美国的尤金·奥尼尔，瑞典的斯特林堡等。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现代主义大师之一。《变形记》采用的是陌生化的艺术手段，描
写人与人之间孤独和陌生的实质。
《城堡》是一部可以有多重解释的作品。未完成性也是卡
夫卡小说的特征。
5． 意识派小说：这是 20 世纪初在欧美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是詹姆
斯·乔伊斯、福克纳、伍尔夫等。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伍尔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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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斑点》
。
6． 存在主义文学：萨特和加缪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
《厌恶》表达了萨特存在主
义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
《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
7． 新小说派作家在小说中放逐了意义的维度，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代表性的作家是
罗伯-格里耶，代表作是《窥视者》
。克洛德·西蒙，代表作是《弗兰德公路》
。
8． “黑色幽默”小说是一面光怪陆离的哈哈镜，是一部晦涩离奇的当代寓言。六十年
代是黑色幽默小说的黄金时代，重要作家有约瑟夫·赫勒、冯内古特、托马斯·品钦、弗里
德曼、巴思等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等。
9． 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家有尤奈斯库、阿达莫夫、热内、品特、阿尔比、贝克特等人。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的代表作。
10． 超现实主义文学是一场反传统文化的“精神革命”，它脱胎于象征主义，主要表现
为一场诗歌的革命运动。但对戏剧、电影、绘画、音乐也有影响。超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有
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苏波等人。布勒东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领袖。
11． 魔幻现实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个流派。被誉为“再
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的《百年孤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
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代表作。
（十三）亚非文学
1． 《圣经》对于西方文明和文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
和《罗摩衍那》是印度在列国纷争时代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
2． 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描写了女性的温柔和美妙的爱情；《源氏物语》是世
界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民间故事集，歌颂了真善美，对世界文
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夏目漱石的《我是猫》通过猫的眼睛来审视社会和人生，崭新的叙事视角使小说产
生独特的审美效果；川端康成的《雪国》洋溢着悲哀的情调，体现了一种纤细的美；亚洲第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泰戈尔，
《吉檀迦利》是哲理性与抒情性完美交融的艺术典范。
4． 阿拉伯现代小说和散文的代表作家是纪伯伦，《先知》是一部十分深刻和优美的作
品；当代日本作家最值得关注的是村上春树。

备注：根据教育部招生管理工作规定要求，大纲中不能列参考书目；各专业
可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变更大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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