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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识，女性精神，一直

是我比较怕接触的话题。首先

一个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个

体经验的局限——小环境的

“友好”，始终没能助长我的言

说冲动。在熟识的同龄人当

中，有大量花式优秀的男性和

女性，仔细数数，似乎优秀的、

富有魅力的女性数量比男性还

要更多一些。她们拥有令我羡

慕的各项技能：美及美的品位，

非同寻常的活跃思维，自律和

强大的掌控力，豁达、果敢、坚

韧、柔和的力量，等等等等，最

重要的是，这是她们自己向往

的状态，并且拥有与这些技能

相匹配的自信和话语权。男性

对女性也普遍尊重，很少见到

超越个体、上升到群体层面的

摩擦和较量。男性好友清一色

地想要女儿，同性好友之间涉

及性别的吐槽仅仅限于吐槽而

无关大局，因此，和许多因两性

问题求索呼振的人相比，我总

是显得不够“革命”，不那么“女性”，有点坐享

其成，还有点麻木和无动于衷。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文学中的女

性话题，我还存有不少疑问，还没有形成清晰

的判断。往远处说，比如我既佩服简爱的勇

气，又觉得凯瑟琳“林中树叶”和“恒久岩石”

的说辞很有意思，同时还对“阁楼上的疯女

人”的文学想象报有巨大的热情。近一点的，

比如不满于某些针对贾平凹《极花》女性描写

的负面评价，认为它们没能将“她觉”vs“他

觉”的问题，与是否尊重女性的问题加以区

分，比如之前写作陈谦论时，频繁被一些与女

性相关的疑问所困扰。

不妨就以陈谦为例，简单做个描述。

关于这位硅谷出身的华人小说家的创

作，目前通行的一类研究路径，是从女性叙事

的角度着手，探讨华人知识女性的情爱困惑

和精神流变。对于单篇作品而言，这样的框

架称得上行之有效，毕竟陈谦已有的绝大多

数文学叙事，都以女性为聚焦对象，并且新移

民生活、高新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女性这一社

会角色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本身也是一个

吸引人的点。但当考察进一步深入，行进到

需要历时性地、更加详尽地描绘作者的创作

轨迹，并将她的既往创作当做一个有机且具

备内在逻辑延续性的整体来看待、研判时，类

似做法则显示出吃力、甚至不可靠的一面。

你会发现，文本内外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因素，

在试图动摇这个显在的漂亮架构。

最明显的一点，是评论者与写作者态度

的反差。不少论述试图将陈谦的小说创作与

性别书写画上等号，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探

讨文本中女性的二次觉醒等话题，但作者本

人似乎对此又有着更为复杂的回应。散文集

《美国两面派》中，陈谦在物理意义上的两性

平等、中性的社会人、巾帼不让须眉的社会压

力，和从家庭社会的全劳力中解放出来、随心

所欲按照个人兴趣发展人生之间犹疑徘徊，

“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回那种我在中国做中国

女人时的那种气定神闲的感觉，并能以同样

的感觉，在美国过起平安喜乐的、富于女性意

识的生活”。小说中，陈谦精心塑造的女性形

象，和同行的男性相比，在“质”与“量”的任何

一个方面，都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但在访谈

里，她又为这种强弱反差作出辩解，表示自己

一路走来，遇到的男性都很友好，无论是现实

中还是小说文本中，都不存在男性女性之间

的紧张矛盾关系。“我不是一个所谓女性主义

作家，我也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文本中也埋伏着确凿的转折。如果从女

性意识的角度考量，《谁是眉立》是陈谦小说

序列中十分重要的作品，尽管它目前得到的

关注还很少。眉立是於梨华代表作《又见棕

榈 又见棕榈》中的人物。做眉立，在《谁是眉

立》中，意味着主动放弃爱情，拒绝动荡和可

能面临的苦难，留在原地接受并享受一成不

变的生活。女主人公可雯拒绝成为眉立，她

选择结束与晓峰的关系，结束一个声称要探

索天外天的人的俯身怜悯和施舍，将人生的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倘若小说到此结

束，应当算作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成长文本，但

它偏偏亮出了一条惊艳的尾巴。多年后相见，

可雯开创了一个新天地，伯克利高才生晓峰却

娶了香港建材大亨的女儿，全职在家做

Home Schooling（居家教育），“相妻教

子”。那你不就成了眉立了吗？可雯轻声

问。眉立是谁？晓峰满脸疑惑。正是这条尾

巴，让小说一下子跳出了女性意识进一步胜

利的圈子，预示了一种格局的摊开和扩

大——在人生未行之路的选择上，谁都可能

成为眉立，性别并非界限。这种两性位置的

并置、互换继而达成统一的思路，到了《无穷

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姗映和康丰，一对和

平分手的硅谷弄潮儿，男性女性及相

关社会权力结构关系间的对抗和竞争

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了，两个人各

自秉持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奋战

一个又一个难局，并在对自身局限性

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努力维持理智与情

感的平衡，锲而不舍地追寻理想的生

命样态。追寻途中，他们不认同、但又

充分理解对方，并在各自人生的重要

关卡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上述条目，时有矛盾却又彼此咬合，起起

伏伏，构成了从女性话题入手研究陈谦小说

创作时无法回避的复杂景观，一条之字形的

登山之路，一个辨析、探讨和试图超越的过

程。这一过程的原动力，未必是对写作中性

别观念有意识的克服，但无疑指向了写作主

体的精神性成长。普泛意义上的写作意图、

文本效果及阅读体验之间的环节与认知差

异，早已无法对这种复杂局面作出解释。

这仅仅是一个例证。由此，我相信其他

那些被女性话题所包裹的写作和文本也都有

着各自的复杂之处。

通常认为，思想观念、感受方式、表达方

式三者中，思想观念是各方争夺的要地，但实

际操作起来却没有这么简单。陈谦的例子即

从一个侧面证明，文学创作与性别意识之间

的隐秘关系千丝万缕。在女性这一话题之

下，若想形成有效的讨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

进一步界定、厘清。就像网络文学不等于网

络+文学一样，女性文学同样不等于女性+文

学。那么我们如何定义女性写作，是女性作

者、女性作为表现主体、还是文本的女性特质

（关注视角格局受性别的影响的程度）？女性

意识、女性精神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之间是

怎样的关系？所谓“意识”“精神”，意味着某

种程度上的自觉，在陈谦的文本呈现中，虽然

大量关涉女性，但重要的并非写作女性问题

的自觉，而是以女性为载体，延伸出的一种扩

散式的自觉，一种追求通识性超过追求物理

平等的自觉，一种探索人本身存在状态的自

觉。那么，这是否还算是女性写作，这是女性

写作的进步吗？这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表

明，女性框架就如同一枚快捷键，帮助我们迅

速在众多写作者中定位到这一个，在众多文

本中定位到这一篇，但它也像其他任何框架

一样，无法笼罩一切，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自身

严丝合缝的需要而漏掉来自研究对象更为关

键的信息。

种种疑问，都无形中加深着我对于女性

话题探讨的迟疑。

近段时间，学者张莉做了关于女性作家

和男性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女性作家中，赞

同和反对将自己定义为女性写作的，都认为

这是一种权利体现，男性作家则异口同声地

指出应当首先写“人”。有男性作家隐晦地抱

怨，为了端正态度，将女性形象塑造得善良清

洁，但仍有人判定这是偏见性的想象，当他们

试图站在女性的立场、视角观照对方也反观

自己，对女性抱有同情与共情时，也会有人说

这是一种施予的态度，是性别歧视。这些都

是十分有趣的现象。

写作这篇文章时，恰好看到有人呼吁立

法，给女性放三年的生（养）育假，我和好友讨

论的结果是，积极争取，但是否享受和如何享

受这一权利，决定权还是在女性身上。如果

说关于女性话题，我自己有什么笃定的认知

的话，那么独立意志或许算作是其中一项。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女性调查问卷就基本呈

现出了这样一个生态：有人愿意凸显，有人抵

制，有人抵制过后发现自己始终没能脱

离……大家基本都如愿地表达并实施着自己

的想法。关于女性问题，战斗的革命性的时

期恐怕已经过去，假设我们换来了珍贵的自

由，并假设这自由不会倒转，那么如今，女性

问题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上泛化了。具体

到写作中，女性的独立意志首先意味着，我们

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既可以自主掌控对

于女性特质的收放程度和波及范围，又可以

畅所欲言地谈论人性中的相似和相异，颂扬

或鞭笞。最好的状态就是，尽力追求自己想

要的样子，也敏锐，也警觉，但绝不被过分的

敏锐和警觉束缚而影响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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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每当提及“女性”二字我都会想起家乡——

既非我的出生地，也非我父亲的出生地，却被我

视为家乡的小山城。家乡盛产枇杷荔枝龙眼橘

与柚，山中藏有珍味，海中鱼鲜无数，更盛产重

男轻女思想，享誉中外。因地势殊异，另有一特

产，便是南方大蟑螂般窜行驰骋的载客摩托，20

年不变，始终是小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虽

说是特产，骑手却大多来自外地，本地男性并不

稀罕做这样的体力活。

本地女性则承担着比摩托骑手更为简单机

械的体力劳动。在那个校车、公交车并不普及

的年代，我的表妹表弟堂弟，都是搭乘人力车上

下学，孩童们被交给统称为“姨妈”的中年女

性。人力车车厢四四方方，能塞进40公斤至70

公斤不等的孩童五六个。我回乡时有幸乘坐过

数次，充分感受了那种空间的逼仄狭窄，隔着帘

子窥见她们吃力地踩下脚踏，并遭遇多次失败

的半坡起步。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些小小惊险的后撤

竟是给我带来性别意识最初冲击的时刻——她

们要多努力才能克服自身的弱势和外在的障

碍？为什么当她们在从事劳苦的工作养家糊口

时，她们的另一半却在家喝茶闲谈？而又为什

么目不识丁的她们要养活拥有高文化水平的弟

兄？在粗暴沉重的劳动中，男性是缺失的，如果

说原初的男女地位不平等是由劳动力因素决

定，为什么劳动强度的逆转并没有为女性换得

更多的尊重和肯定？她们仍然是轻易被轻贱、

被羞辱、被漠视的群体，她们的价值观是“渴望”

式的牺牲奉献，她们就是传说中那些不坐主桌

的人，即便餐桌上没有酒，也不是社交应酬场

合。此刻我想到的“她们”，不仅仅是那些踩人

力车的“姨妈”，她们还是公务员、是教师，是各

行各业的女性，在“男女平等”的口号声中成长，

不再只是谁之妻、谁之母、谁之女，不再必须通

过家庭关系的建构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她们拥

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却仍然对种种不平等习以

为常，甚至有时无意识地成为父权的共谋者。

不同于主动出走的娜拉，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

被时代被社会放置于当下的位置，我常想，她们

曾经思考过寻找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自我的位

置吗？如果给她们选择的机会，她们会选择进

击还是后撤呢？

曾有论者认为，女性地位解放的代价是贬

抑男性的天性，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得到提

升，就能帮助她们在家庭内部掌控话语权，男性

则因丧失优越感变得温顺谦恭，而这正是女性

作为共谋者驯化男性的后果。不能否认在文明

更为开化的地域，为攻势的女性敞开了舞台空

间，然而这样的空间还是太过稀缺。更多时候，

女性努力争取平等的背景仍是以父权为核心的

价值体系。“中国多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没

有松动男性话语的根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

化了它。因为女性男性化的潜在含义说女性首

先肯定了男性话语的价值和合法性，并进而与

男性一道分享了男性话语的权力、威力和魅

力……”（《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

学能否成为可能》赵勇）为了“撑起半边天”，女

性往往要使自己像男子一般言语行事，要改变

自己的从属地位，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生理性别，

尽可能地消除这种天然的差异，无论出于主动

还是被动。

然而差异可以真的被消除吗？差异在此处

被消除，便在彼处生长，女性追求男性化、中性

化的同时，自然也给男性的女性化转变留出空

间，更给社会意义上的性别认知留出空间。因

此，女性追求平等、平权，并非制造性别敌对意

识，而是在这种差异的不断流动转换中拓展我

们认知的边界，为更为多元的文化翻新土壤，而

不是为了夺取某种霸权，幻想成为所谓的“大女

主”。“武媚娘”“甄嬛”“延禧”等文学及影视作品

的走红营造了一种女权幻觉——女性被命运洪

流裹挟，在逆境中坚韧不拔，争权夺利不择手

段，却有一颗白莲般的真爱初心，占据着道德的

制高点。这一类题材看似快意恩仇，实则是蜜糖

陷阱，冗长的剧情如癌细胞般疯狂繁殖，因爱之

名与有仇必报的借口掩盖了宫斗的本质，严重缺

乏对内在欲望的自省；女主人公开挂的人生也是

依附于男性权力的施助，而不是因为智慧与担当

精神，除了比狠，完全缺乏真正的精进成长。

与大众文化圈中洋溢的女性主义热情相

比，精英写作层面又是另一番景观。因工作关

系，每当看到各类名单与作家介绍，我都十分反

感女性作家要被标注为“女”的约定俗成，当我

提出“那么男作家也应被标注为‘男’”的时候，

只得到同行无奈的嘿嘿一笑作为回应。当看到

种种“女性作家专辑”“女诗人专题”时，也想过

有没有“男性作家专辑”“男诗人专题”？这类看

似倾斜重视女性作家的举措，乃至某些对女作

家作品诸如“完全看不出来是女性”“比男人还

狠”之类的赞美，都佐证了女性写作仍然被纳入

以男性话术为中心的游戏规则之下。或许也正

因此，不少优秀的女性作家在涉及性别问题的

时候都曾表达，更愿意被视为作家而非女作

家。但我又感到困惑，为“大写的人”写作无可

厚非，为女性写作就是一种降格吗？具有“女性

意识”的写作就意味着沦落为他者的写作吗？

所幸，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认同困扰并未沁

入作品，反而演绎出了更润泽的色彩。我们不

仅能在王安忆、迟子建、叶弥、尹学芸、章缘等笔

锋稳健的女作家笔下屡屡读到精彩多维的女性

形象，读到她们的宽忍、慈爱、救赎与赞叹，亦能

在年轻一代的作家文珍、阿微木依萝、张天翼、

庞羽等人的文本中发现女性独特的能量与魅

力。王安忆在《向西，向西，向南》中刻画了两个

孤独漂泊的女人在异乡的生活、生存，相互取

暖，相互照亮，温暖而又苍凉。迟子建的《候鸟

的勇敢》则将对平等的追求延展至更宽广的生

命体之间，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等，德秀

师傅与张黑脸的情感或有争议，但在我看来，迟

子建释放了一个遭受禁锢的灵魂，她却主动将

自己置于刑苦的殿堂，久久不敢离去。章缘《谢

幕舞》中的母女三人，尹学芸《天堂向右》中的朱

千叶，阿微木依萝《曲莫阿莲回家》中的曲莫阿

莲，这些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或翩跹，或游离，或

踯躅，却不约而同地呈现出逃逸的姿态。她们

由自身之中逃逸，由沉闷的生活中逃逸，由频

临绝境处逃逸，由死亡的阴影中逃逸，最可贵

的是，她们逃逸着却并不逃避身为女性的命

运，她们大多遭遇过失败的半坡起步，却并没有

放弃逃逸——逃逸，便是她们对自我真正的所

在的探寻。

我忍不住一再提及庞羽的《我不是尹丽

川》，小说由女诗人尹丽川一首著名的诗歌《妈

妈》孕育而生，与其说是孕育，莫若说是亟欲脱

胎的自我，如同女儿之于母亲，个体饱满而又有

所超越。最吸引我的便在于隐藏于日常生活琐

碎细节之下，女儿内心呼之欲出的追问，对自

我，对家族命运，也对大历史大时代，这份追问

中生发出来的强烈的女性的主体意识，与掌握

自身命运的斩钉截铁，令人深受触动。也正是

这个小说唤醒了我自身的女性意识，在此之前，

我一直崇尚“男子力”，崇尚中性化，崇尚超越性

别的写作，而遭遇这个小说之后，我忽然感到，

正视自己身为女性的本质并不令人羞愧，认识

那些差异性也并不可耻，追求更高的公平也不

伪善。女性意识并不等同于柔弱无骨、高依附

性，正视女性欲望的书写也不等同于身体写作、

伪“大女主”。忽然之间，我也从过去的我之中

逃逸出来，尽管仍有挥不去的困惑混沌，却敢于

坚定捍卫自我的所在，并由此获得真正的宽慰

与力量。

由半坡起步到逃逸的女性意识由半坡起步到逃逸的女性意识
□□欧逸舟欧逸舟

那些最流行、正当红的大众

文艺作品，可以很明显地折射出

当下社会人们普遍的自我想象、

内在的焦虑和欲望，更可以从中

感受到大众心理普泛的价值观和

深层的惯性意识。由此去观察某

些以一位女性为绝对主角、以其成

长为主要情节线索的“爆款”文艺

作品，不失为一个打量和探勘当下

社会普遍女性意识的有效角度。

以 2019 年开年最“火”的古

装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为例，该剧改编关心则乱的网

络小说《庶女传·明兰》，开播以来

获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与影响

力，并由此在新媒体上引发了各

种衍生的热门话题。按照网络文

学精细的分众特点，这部原载于

晋江文学城的小说是典型的女频

文（原指文学网站里女性频道中

的作品，后多用来代指那些以女

性为主角、从女性视角展开故事

的小说，且作者和读者基本都为

女性）；典型的“庶女”系列小说；

典型的“宅斗”“种田文”的场域设

置和故事架构，字里行间努力在

向《红楼梦》“致敬”。小说中的故

事说来情节并不复杂离奇：生活

在21世纪的女孩姚依依、刚入职

的法院书记员，在一场泥石流灾

难中意外穿越到古代社会，具体

朝代虽作了架空处理，但从文中

记述的种种人情风俗来看，那应

该是封建制度和儒家礼教已相当

完备的年代，诸如三纲五常、宗族

礼法、嫡庶尊卑、男女大防等等人

们对中国传统社会通常的认知和

印象，在这里正大行其道。在嫡

庶尊卑分明的传统礼教下，身为

庶女，女主人公一出生就注定卑

微，然而她却勤学苦练并逐渐精

通了古代“庶女法则”，在官宦人

家的后宅中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地实践着传统社会中逆袭的人生

传奇。

看着《知否》，倒忍不住开始

怀念《还珠格格》了。如果说盛明

兰是从现代社会莫名“穿”到古代

官宦人家的，那么小燕子则是从

民间大杂院意外地“闯”进了皇

宫。同样作为一个异质性的外来

力量，小燕子看似胡闹任性，鸡飞

狗跳、“不折手断”的背后，携带着

一种民间和旷野的勃勃生气，一

种对既有秩序的不甘与挑战；剧

中不断演绎的那种舍弃一切、孤

注一掷的情感追求，“爱情至上”

的言情套路背后，包含着“活得潇

潇洒洒”“策马奔腾”的个体觉

醒——这既是大众文艺作品的戏

剧性追求，同时也包含着作者的

现代性视角。而《还珠》20年后的

《知否》中，来自21世纪、受过高等

教育的现代女性姚依依，一旦发

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礼教森严的传

统社会和阶层之中，毫不犹豫地

开始努力去做好那个名为“盛明

兰”的“五品官家的庶女”，她对于

面前这个前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男

尊女卑、嫡庶尊卑，从身到心地全

盘接受和迎合，小心谨慎地隐藏

现代女性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在庶女的位置上装傻充愣、步步

为营，直至最后成为侯爵夫人和

命妇，成为人生赢家——饶有意

味的是，她的逆袭不是通过抗争

既有规则和秩序来完成的，不是

通过伸展女性意识、女性权利来

实现的，恰恰依靠的是对传统社

会中女性卑微角色和地位的臣

服、妥协甚至主动迎合。和《还

珠》中“你是风儿我是沙”的爱情

保卫战相比，盛明兰却是“把老公

当老板”的现实生存法则，在女主

“个人奋斗”的过程里我们几乎看

不到女性自尊、自强、独立自主的

的明确主体意识，恰恰相反，它是

对现代价值中个性解放以及两性

关系中平等自由观念的丢弃和丧

失。按说这种女主逆袭成功的作

品应属于“爽文”，读者与观众跟随

主人公的“打怪升级”获得一种心

理代偿的愉悦感，可我看《知否》的

时候却真的不太“爽”，女主“穿”去

古代，女性观念意识似乎也随之

“穿”回从前，秋瑾、子君、沙菲们的

挣扎努力，似乎都徒劳落空，娜拉

走出家门已经百余年，“走后”的

问题却仍然还是问题。

作为大众文化原创力基本源

泉的网络文学，的确正在实现人

的又一次内在性的释放与解放。

网络文学和类型化文艺正在实践

着精神产品从生产、传播和接受

评价体系的规模化与细分，而大

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本身就包

含着层次种类细密的分工。新媒

体所提供的更多类型的资讯与观

念、讲述与阐释，不同的精神产品

和文化形式，对应不同的需求和

人群。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生

态结构中，不同的文艺形式本就

应该层次分明又并行不悖。且在

文化经验中，它们相互支撑、影

响、渗透，共同参与着文化脉络的

演进。而通俗文学，所谓“通”和

“俗”的文本质地，就注定了这种

文艺门类接地气的审美倾向和价

值观携带。作家作为强势的独立

叙述人，是经由新文学、现代小说

而普遍确立实现的；而通俗文学

一般不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独特

审美感悟，其讲述的背后通常是大

多数人普泛的情感倾向和认知判

断。尤其当下网络平台的强交互

性和强参与性，使得网络小说中携

带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不似纯

文学所着力追求的高出公众平均

水平的强思想性。换句话说，纯文

学致力于挑战陈词滥调和人云亦

云，而通俗文学恰在为普遍存在的

既有意识和观念生动赋形。

而网络文学和大众文艺这种

代入感强大的白日梦创作和消费

过程当中，不仅仅包含既有女性

价值观的释放和贯穿，同时又在

继续强化和重塑受众的两性意识

和观念。且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和

引导，是在消费和娱乐的轻松、休

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受

众在缺乏情感抵抗和认知警惕的

不自觉状态中，往往会把外来的

理念灌输误认为自我的内在诉

求——通俗文艺倒真正实现了

“寓教于乐”，实现了价值观塑造

的有效性，而这正是最可怕之

处。近年来，总裁文、穿越文、重

生文、种田文、宫斗·宅斗等新媒

体时代的女性流行文本中，“将白

日梦进行到底”的阅读过程里，所

反映出的女性作者和读者无意识

的男权崇拜和自我精神矮化，女

性主体意识的式微和倒退，当真

令人唏嘘，且须得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