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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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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刘巧儿、王秀鸾形象在婚姻、家庭场域中的叙事，尝试对妇女解放与中国革

命的关系提出更具历史性的理论思考。第一部分主要说明论文的讨论对象为出现在 1943－1949 年并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

书”的叙事文本及其文体上的大众化特点。其中有关人民与革命主体的叙事，大多呈现为女性的面孔，这也显示出人民政治与

妇女解放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部分主要运用与刘巧儿相关的四个叙事文本讨论婚姻自主权和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问题。首

先分析了刘巧儿叙事文本中存在的六种婚姻形态，进而通过与《小二黑结婚》的对照，分析这些婚姻故事与现代爱情话语的差

别，由此讨论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的法律条文修改如何能切实保护农村青年的自主权利，最后对四个叙事文本如何渐

次加强刘巧儿主体性叙事做出分析。第三部分通过分析“解放区四大歌剧”之一的《王秀鸾》来讨论农村女性的当家权问题。

首先分析这部歌剧如何在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格局中讲述女性的“当家权”，这种权利的获得如何与女性参与社会化生产密切相

关，然后通过与赵树理的《传家宝》《孟祥英翻身》等小说的对照，分析这种当家权的限度。第四部分提出对中国妇女解放历史

经验进行重新理论化的三个相关议题，即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与西方当代女权 /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性与综合性、从多重交互的

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性别制度中讨论女性群体的独特性、重新理解人民政治实践从内部改造婚姻家庭制度的妇女解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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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marriage and family narratives in Chinese People's Literature by focusing on two female literary figures，

namely，Liu Qiao-er and Wang Xiuluan． It aims to conceptualiz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Chi-

nese Revolution．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and defines its object of study，that is，the“Chinese People's Literature Series”，which ap-

peared between 1943－1949． Their formal an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Chinese Popular Genres”． Their basic

themes of“People”and“Revolution”were often constructed in the framework of“Female Face”image． This narrative model seeks to

forge a connection between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People's Politic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analyzes four stories of Liu

Qiao-er，in which marital freedom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rural women figure prominently as major themes． It teases out six different types

of marital relationships in stories of Liu Qiao-er in comparison with“Little Erhei's Marriage”． The comparative analyses help identify and

analyze different discourses of love i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Discourses of love in works related to“Chinese Popular Genre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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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representations of transition of Marriage Law Policy，what is nowadays known as transition from“Freedom of Marriage”to“Self-

determined Marriage”． As such，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relative works gradually reflect the place of self-determination among rural

youth． Secondly，it examines the subjective narrative by focusing on Liu Qiao-er's four stories． The third part looks at“Wang Xiuluan”，

one of the“four opera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Wang Xiuluan”is its emphasis on rural women's po-

sition in household power relations． The article examines narrative framework of“Family Ethics Opera Dramas”，which include depiction

of women's power within the household;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ew household relations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Next，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kind of narrative on question of women's power，in comparison to

Zhao Shuli's stories such as“Family Treasure”and“Rise up Meng Xiangying”． Finally，the article seeks to conceptual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and discuses three correlative questions: a) How to understan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

tween the theory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Modern Western Feminism，b) Female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

twined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gender systems，and c) how to reconsider People's political practices as a way of women's liber-

ation within the reform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s．

对于如何阐释 20 世纪 40－70 年代妇女解放运

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学界形成了两种或隐或显的

主导看法。第一种认为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压

抑了性别问题，导致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使其仅

成为阶级与民族解放的“附庸”和“次一等”问题。
20 世纪 60－70 年代西方社会女权 /女性主义运动

“第二波”中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潮，强调要批判社会

文化中的父权制和男权形态，以及将性别问题独立

提出来进行思考的必要性。这些理论思潮于 20 世

纪 80 年代进入当代中国学界，很大程度地促成了

“新时期”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的新热潮。相关思

路在强调女性问题差异性的同时，较多地表现为一

种将女性主义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离开来的

“分离论”［1］。第二种主导性阐释，强调用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理论统合妇女解放思想。由于西方式女性

主义理论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女性群

体，这种阐释特别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特性，力

求将女性问题放在社会革命的前提下展开。但是，

由于对 20 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缺少更为

细致的分析，这种阶级论主导的妇女解放理论难以

有效地回应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新的性别

问题和女性文化实践中的批判性反思。
可以说，如何阐释 20 世纪 40－70 年代中国妇女

解放运动的历史，理论界与研究界存在着阶级与性

别议题的“二元论”，根源在于有意无意地将女性解

放与中国革命的普遍政治诉求对立起来。打破这种

“二元论”，需要回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重新

思考人民政治普遍性与女性议题特殊性间的辩证关

系，特别是中国革命确立其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方式。
基于这一思考，本文尝试通过对 20 世纪 40－50 年代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农村新女性形象及其叙事

文本的重新解读，提出一些更具历史性的思考维度。
一、人民文艺与“农村新女性”叙事

从 1943 年年初起，延安及各根据地开始具体实

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

《讲话》) 中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政

策，要求文艺工作者“下乡下部队下工厂”，并解散

各种专业性文艺机构，从而在 1943－1949 年中国共

产党逐步取得全国政权的同时，形成了一个“群众文

艺运动”的高潮期。这一时期根据地、解放区文艺实

践的代表性成果于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集

中出版，总题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丛书共收入

177 部作品，文体形式广泛涉及“戏剧、通讯、小说、
诗歌、说书词及其他一些文艺创作”①。其中数量最

多的是战争题材作品，但产生了跨地域的全国性影

响的却是那些以女性形象为叙事主体的“农村斗

争”题材作品［2］。几乎没有例外的是，人民文艺丛书

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农村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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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民文艺的主要动员对象是广大乡村社会

数量众多的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农民( 或农民出身

的士兵) 群体，因此在叙事形式上极大地借鉴了“大

众化”“民族化”的口传文艺形态。其中，戏剧文本

的影响最大，小说( 通俗故事) 与叙事诗次之。戏剧

形式塑造的女性形象事实上构成了 20 世纪 40 年代

中后期解放区文艺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比如被称为

“解放区四大歌剧”的《白毛女》《赤叶河》《王秀鸾》
《刘胡兰》，都以女性人物命名。其中《白毛女》与

《赤叶河》又被称为解放区歌剧的“一红一白”②。
除戏剧形式之外，影响较大的还包括以说书词、秦腔

剧、评剧等文体形式流行的“刘巧儿”故事。相对而

言，在文学史上评价比较高的作品，比如李季的《王

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叙事诗，赵树理

的《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传家宝》、孔厥的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以及孔厥与袁静合著的《新

儿女英雄传》等被称为“通俗故事”的小说形态，其

实在当时的影响范围并不大，而需要借助地方戏曲

和戏剧的改编，才能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民众中。
这些文艺作品在文体形态上的特点，说明“人民文

艺”带有很强的口传文学性质，以适应乡村社会识字

率不高的民众接受特点。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解放区四大歌剧”，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初曾在全国 ( 乃至世界范围

内) 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们采取融合民间歌谣、地方

小调、地方戏曲的新歌剧这一文体形式，又都以女性

人物作为主要叙事对象和革命主体的想象形态。如

果考虑到 20 世纪 40 年代戏剧是最为大众化的叙事

形式，而这种形式又都以女性人物为叙事中心，就会

意识到人民文艺中女性问题与性别叙事所占据的重

要位置。甚至可以说，人民文艺中有关“人民”与

“革命”的叙事，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女性”的面孔呈

现出来的。其中既包含了“女性”与“人民”形象的

重叠，也体现出妇女解放运动与人民革命之间的密

切关系。这也构成了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理解女性

与革命关系的独特形式。比如郭沫若如此评价“白

毛女”故事的历史意义———“‘白毛女’固然是那个

受苦受难、有血有肉的喜儿，但那位喜儿实在就是整

个受苦受难、有血有肉的中国妇女的代表，不，是整

个受封建剥削的中国人民的代表”［3］。从“喜儿”到

“中国妇女”再到“中国人民”，这种意义的关联方式

意味着个人化的女性人物形象、群体性的中国女性、
抽象化的中国主体之间，形成了在同一能指符号之下

的语义链。这表明以女性作为叙事表象的故事，包含

了远比女性及性别问题复杂丰富得多的历史意涵。
女性人物形象在人民文艺中的凸显，一方面如

周扬所说，因为女性是“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

群体，她们的解放最能体现人民的“翻身”过程; 另

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女性故事同时带出的是乡村

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人伦愿景。与女性相关的故事，

总离不开爱情婚姻关系、家庭生活的描绘，也可以

说，正是这两个女性主义理论所称的社会性别制度

场域［4］( 或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称的“意识形态

机器”［5］) ，塑造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性别特点。而这

两个性别制度场域，正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核心构

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婚姻、家庭生活乃是“生活”本身

的具体呈现。在一个革命的年代，新旧社会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和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翻身过程，必然也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关系、人伦关

系、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文艺描绘看似“常态”的生

活层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更能显示革命年代的革命

性内容。而女性的故事，最能显示这种“生活革命”的

基本内涵，因为正是通过她们，新旧生活图景的对比

才获得切实可见的对象化呈现。因此，对女性故事的

书写，正是人民政治中“生活”与“政治”关系的重构。
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革

命想象，离不开经由女性形象表达的社会阶级关系、
伦理秩序形态和婚姻家庭制度，女性问题因此与不

同时期焦点性的社会革命问题紧密相关。比如乡村

社会民主变革的重心之一，是如何鼓动青年男女在

恋爱婚姻关系上的自主选择权，又如“大生产运动”
涉及战争背景下如何动员农村女性参加社会化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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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生产，再如土地改革与阶级斗争主题涉及农村地

主与农民两个阶级在女性婚姻问题上的冲突，等等。
可以说，经由女性故事，乡村社会在激烈革命斗争过

程中的日常生活变化才得以呈现出来。在这样的意

义上，没有“刘巧儿”的故事，就很难深入呈现乡村

社会在婚姻秩序和家庭关系上发生的民主变革，特

别是青年男女在“婚姻自主”问题上的自我赋权; 没

有“王秀鸾”的故事，就无法既将女性动员到经济生

产运动中，又能使身在战场前线的男性士兵安心革

命，同时还使乡村社会接受新秩序的变革; 没有“白

毛女”的故事，消灭地主阶级、动员乡村农民群体的

社会革命就很难获得领导权上的认同。
因此，这些以女性形象作为核心叙事对象的戏

剧文本，就成为探询社会主义革命在乡村社会如何

具体展开的有效媒介。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刘巧儿、
王秀鸾两个农村新女性形象为中心，探讨在婚姻、家
庭这两个社会性别制度场域中，人民政治构建、人民

文艺实践与妇女解放运动彼此勾连的历史形态③。
二、刘巧儿: 婚姻自主权与女性主体性生成的语境

刘巧儿的故事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有两

个相关的叙事文本，一是由延安著名民间盲艺人韩

起祥编写的说书词《刘巧团圆》( 1948 年) ，二是由时

为陇东中学教员的作家袁静创作的十一场现代秦腔

剧《刘巧儿告状》( 1946 年) 。刘巧儿的形象与故事

真正要在全国流行并成为农村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

由的偶像与榜样，要到 1951 年由王雁执笔的评剧

《刘巧儿》问世，特别是在此基础上拍摄完成的评剧

戏曲电 影《刘 巧 儿》1956 年 在 全 国 公 映 才 出 现。
1951 年评剧《刘巧儿》最初的创作动因是宣传新中

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1956 年评剧《刘巧儿》
由中国评剧院排演，以戏曲电影的形式发行放映，使

新凤霞饰演的刘巧儿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偶像。
事实上，刘巧儿故事原型早在 1944 年 3 月 13

日就已经出现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评文章中，题

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文章介绍的三个民

事纠纷案例之一，是刘巧儿原型人物封捧儿( 一说封

芝琴，小名胖儿) 的故事。但其关注的重心并不是农

村姑娘封捧儿，而是当时陇东专区行署专员和法院

副院长马锡五。他形成了一套适合乡村社会的调

理、解决乡村社会民事纠纷的工作方式，在调解诸如

封捧儿事件时获得各方赞许，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

式”。在后来的几个刘巧儿故事叙事文本中，“马专员

断案”都是叙事的高潮段落，矛盾冲突得以圆满解决。
由此来看，围绕着刘巧儿这个女性人物形象展开的婚

姻叙事，并不是一个五四式的现代爱情故事，也不完

全是一个才子佳人式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大团圆

故事，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治理、农村婚姻制度

改革和乡村社会的政治重构等历史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最早施行 的 条 例 之 一，是

1939 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鼓励农村青年

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及童

养媳等畸形婚姻形态，是共产党动员边区( 根据地、
解放区) 农民、革新农村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不

过，共产党的婚姻制度改革并不以解放女性为唯一

目标，而是将女性问题与婚姻制度革命、乡村社会关

系改造、发展经济生产、人民战争动员等一起视为总

体性的人民政治实践的构成部分。刘巧儿的故事及

其不同媒介的文本叙事过程，较为清晰地显示出的，

正是与农村妇女解放 ( 特别是婚姻解放) 诉求彼此

协商的不同政治文化力量以及女性主体形象得以进

入人民革命话语中心的政治动力机制。
( 一) 新旧交错的婚姻形态

从真实历史人物封捧儿的故事原型和四个与刘

巧儿相关的叙事文本来看，首先值得分析的是，其中

包含的 20 世纪 40 年代西北地区乡村社会颇为复杂

的新旧婚姻关系形态。至少有六种婚姻关系交错出

现在叙事文本中，而且构成了两两对话与补充关系。
第一种是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 即娃娃亲) ，与

之相对的是第二种即基于青年男女自主选择的现代

婚姻。刘巧儿与赵柱儿的婚姻关系建立在父辈确立

的婚姻契约基础上，这是这个故事最为暧昧的地方。
不过四个叙事文本的态度不尽相同。比如韩起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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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词《刘巧团圆》，实际上是认可了这种父亲包办

的婚姻形式，其题目“团圆”是这种态度的直接表

露。这个文本将刘巧儿与赵柱儿的婚姻波折视为他

们本来就是一对夫妻，问题只在刘父嫌贫爱富，给女

儿先订婚后悔婚，想拿女儿卖个好价钱。刘巧儿在

偶然见到赵柱儿本人之后，得知这位变工队长“好劳

动，人又平和精神好，他说话来大家听”，因此爱上了

赵柱儿，也就是认可了这门娃娃亲。说书词此后的

叙述中，刘巧儿和赵柱儿都以“夫妻”自居，强调的

是“咱俩本是好夫妻，应该团圆过一生”。而马专员

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实际上扮演的是“包青天”的

角色，使一对离散的“好夫妻”破镜重圆。
《刘巧团圆》这种叙事逻辑对婚姻关系的理解，

实际上与宋元话本小说的相关叙事没有太大的不

同，它并不否定传统乡村社会由父权包办的婚姻关

系，也并不突出现代爱情关系中基于男女个体双方

自觉自愿的自主选择。这一点与秦腔剧、评剧和电

影都不同，后者凸显了基于现代爱情的自由选择的

婚姻关系，娃娃亲是父亲包办的婚姻因此必须退掉，

两人必须结婚是因为他们真正爱上了对方。这就明

确强调了父母包办婚姻与现代爱情之间的本质性差

别。因此，在秦腔剧、评剧和电影中，都设计了两人

的“误会”这一情节，即刘巧儿在爱上赵振华之前，

并不知道他就是赵柱儿。显然，如何叙述娃娃亲和

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这两种形态，是韩起祥这

个接受了革命改造的传统说书人基于乡村伦理逻辑

的文本叙事，与袁静、王雁等现代文化人基于恋爱自

由的现代文化逻辑之间的重要差别。
第三种婚姻形态是“抢婚”，即赵父认为的“既

然她也愿意来，咱就叫些人去抢她”，与之相对的是

第四种婚姻形式“买卖婚姻”，即刘父因贪图彩礼而

强迫女儿嫁给王财东。赵父因觉得自己的儿子与刘

巧儿“早该是夫妻”，所以去抢婚; 刘父则觉得“女儿

是自己养大的”，所以要用她回收更多的钱财。这两

位父亲的逻辑都是封建父权思想的直接体现。在父

权制的逻辑中，女儿 ( 年轻女性) 并不具有独立性，

而被男性家长们视为建立亲属关系的交换物［6］。如

果说娃娃亲是父权制社会交换关系的一种温和形

态，那么买卖婚姻和抢婚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一种

变态形式。韩起祥的说书词《刘巧团圆》中对刘父

思想的批判，是一种关于“贫穷”的伦理逻辑，即不

能嫌贫爱富，但在基本前提上强调的仍是应当遵守

娃娃亲这一婚姻契约。这里，刘巧儿作为女性的独

立身份并没有得到关注: 她仍旧被视为父权制的契

约关系和伦理关系中的一个交换客体。

刘巧儿叙事文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讲述

了一个女儿反抗贪财的封建父亲的五四式故事( 这

是几乎所有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现代爱情故事的基

本人物关系模式) ，还出现了另一方即男方父亲的逻

辑和声音。叙事文本虽然也批判了男方父亲“抢

亲”的极端行为，但并没有批判他抢亲的逻辑。事实

上，在故事的具体讲述方式上，几个叙事文本在这一

点上都是极为暧昧的。抢亲行为的主导者是父亲而

不是儿子，但儿子并没有阻止父亲的行为，他的“救

援”( 去找乡长) 行为在文本中形同虚设。因此在这

里，实际上是通过儿子的不在场潜在地支持了父亲的

抢亲行为。虽然几个文本都强调了刘巧儿的“愿意”，

特别是当刘巧儿被刘父锁在家中、第二天就要被逼成

亲时，赵父的抢亲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英雄般的救

护行为。但是，一旦男方父亲采取了抢亲这一极端形

式，并且强调这是自己的“儿媳妇”，这就显然是对另

一种父权逻辑的妥协。对刘巧儿而言，这只是从“自

己父亲的家”到“丈夫父亲的家”。刘巧儿故事对封建

父亲的叙事方式，特别是通过“父亲的在场”，显示出

极度暧昧的对乡村父权逻辑的温和态度。这使得关

于刘巧儿的故事，不得不成为一个在乡村社会父权逻

辑内部被接纳与认可的故事。尽管这些封建父亲是

各有缺点的，但“刘巧儿们”关于婚姻自主的强调，必

须是在与这些父亲们协商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的。
第五种婚姻形态是受到政府阻碍的婚姻关系，

即因为县裁判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而导致两个年轻人

不能结合，与之相对的是第六种婚姻形态，即在马专

员这个更高权威的“父亲”的耐心倾听、观察和敦促

之下，刘巧儿和赵柱儿喜结良缘。在刘巧儿故事中

出现的县裁判员，类似于传统民间故事和话本小说

中的“坏官员”，但他事实上是一个新事物而非旧衙

门里的贪官污吏。他反对两人结合的理由，是他们

已经撕毁了此前的婚约( 娃娃亲契约) ，因此没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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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再次办理婚姻登记。他处理纠纷所依据的原则，

表面上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施行的婚姻条例。
正如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中

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最早颁布的条例之一是《陕

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乡村农民的社会关系主要建

立在婚姻亲属关系的基础上，正是通过倡导和鼓励

年轻女性( 也包括男性) 的婚姻自主，中国共产党获

得了打破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一个最重要突破口。
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女性的婚姻问题不仅关乎她们

个人与女性群体的权利，而且是共产党重构乡村社

会的关节点。但是，中国共产党鼓励年轻女性打破

父权制婚姻关系的束缚而“自愿自主”地选择自己

的情感归属，其目标并不是完全摧毁乡村社会的伦

理秩序，而是以新的人民政治来重构这一秩序。就

其实质性意义而言，这意味着对于传统父权制家庭

的一种监督、改造和“改良”( 而非“革命”) ，即政府

将为青年女性与男性主持正义，为他们赢得更理想

的婚姻伴侣与家庭关系，从而形成对原有的血亲家

庭和宗法父权制结构的一种“监督”与“制衡”。从

这一意义上说，政府是一个更高的“父亲”，他的“入

场”不是要瓦解乡村社会秩序，而是要构建一种更合

情合理也更有活力的婚姻关系。
如果说官僚主义的县裁判员是一个“坏父亲”，那

么“马专员”则是一个既具象征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

“好父亲”。首先他是“法”的象征，因为他代表真正

的权威; 继而他是“情”和“理”的象征，他并不居高临

下地指手画脚，而是耐心地倾听和观察。在叙事文本

中，他总是面带微笑，很少说话，他的功能是“听群众

说话”和“让群众说话”。事实上，最后的修正宣判也

不是由他亲口说出，而是在他的监督下由改正了错误

的县裁判员说出的。这也是共产党在重构乡村社会

宗法关系和婚姻家庭秩序时的一种象征性形象: 他的

功能是通过使年轻男女获取理想的婚姻关系而重构

乡村社会的活力。由此可以说，在县裁判员和马专员

的对比中，包含的是人民政府的自我批评。马专员的

出场不仅纠正了此前政府的错误，而且展示的是一种

情、理、法三者结合的解决婚姻纠纷的方式。
( 二) 刘巧儿与小二黑: 结婚与爱情

在上述几种相互交错的婚姻关系中，刘巧儿虽是

婚姻纠纷的焦点，但她并不是现代爱情叙事的中心与

主体。在五四式的现代爱情故事中，叙事的焦点放在

冲破传统家庭和宗法社会关系的个体身上，主要表现

她( 或他) 的主观意愿和情感诉求，而将阻碍爱情关系

实现的力量视为敌对者，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个人与社

会对抗的叙事模式，男女主人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

为个人主义的“现代英雄”。但这并非刘巧儿故事的

叙事模式。她虽然也有针对刘父的抗争行为，但更多

时候是在不同力量关系中通过“协商”和“制衡”来实

现自己的意愿。但并不能就此认为这种叙事模式是

保守的、缺少革命性的，而应该说，其中包含了一种与

五四式爱情叙事模式不同的叙事方式，来呈现女性如

何在具体的婚姻场域中获取其革命的主体性。
事实上，将农村青年男女的婚姻故事置于结构性

的乡村宗法社会关系中来讲述并倡导“婚姻自主”的

主题，并非仅是刘巧儿故事的特点，而可以说是 20 世

纪 40 年代边区、根据地和解放区讲述相关故事的普

遍特点。可以与刘巧儿故事构成有意味的对照性关

系的叙事文本，是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
在当代文学史特别是“人民文艺”实践中，《小

二黑结婚》是很早就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文本。这

部最初称之为“通俗故事”的小说，被视为是最早成

功实践了《讲话》文艺方向的作品。1947 年晋冀鲁

豫边区文联将赵树理确立为“方向作家”时，《小二

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被视为赵树

理文学的三部经典之作［7］。周扬称赞其表现的是

“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呈现的是

“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的“庄严美妙的图

画”［8］。《小二黑结婚》讲述的也是乡村社会青年男

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追求婚姻自主的故事，涉及的

人物关系结构与刘巧儿故事带出的乡村社会关系十

分相似: 这里有一对被刻画得活灵活现的封建父亲

“二诸葛”和封建母亲“三仙姑”，有英俊的民兵队长

小二黑与美丽的乡村姑娘小芹，有基层社会的恶霸

金旺兄弟，也有最终解决问题的区政府。有所不同

的是，这里的封建父母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封建

迷信而阻碍青年男女自由恋爱; 这里的坏人不是游

手好闲的财主和媒婆，而是身为基层干部的农村恶

霸; 纠纷最终的解决不是落在“法”的出场上，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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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出面促成的大团圆。并且，小二黑与小芹之间

的情感关系具有自由选择、自由恋爱的特性。小说

是在“三仙姑”与村里众多男农民调情关系的参照

下，讲述两人如何因为年龄、相貌和性情相当而彼此

走近，并生出爱慕之情。但他们的感情关系在小说

叙述中并不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传统

意义上的“相好”。这使得他们更像是古典小说郎

才女貌、才子佳人模式中的一对恋人。或许正因为

此，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才是刘家峤这个乡村社

会的人们最不能理解的东西。在小二黑的真实人物

原型岳冬至的故事里，他被乡村恶霸打死而并没有

得到村里人的同情，因为按照传统的婚约习俗人们

觉得他和小芹的关系“不正经”［9］。这或许从一个侧

面透露出刘巧儿故事中两人从小订的娃娃亲为何被

视为他们应该作为夫妻“团圆”的社会历史语境。
刘巧儿的故事和小二黑的故事的最大相似之处

在于，其中都没有五四式现代爱情话语的逻辑。对

于小二黑的故事，人们关注的不是他在区政府的婚

姻条例支持下为“爱情”而进行的抗争，而是他最终

能否“结婚”拥有大团圆结局。这和人们关注刘巧

儿的故事，侧重的是她的“团圆”和“告状”有同样的

意味。但是，以“小二黑”这个男性人物为叙事的主

人公还是以“刘巧儿”这个女性人物为主人公，仍旧

显露出不同的性别立场和态度。
小二黑故事叙事的关键在于，他和小芹的新式

恋爱关系是否能获得“结婚”的资格。他们既没有

“二诸葛”的黄历支持和“三仙姑”的神仙庇护，也没

有金旺兄弟的特权批准，唯有叙述人借助乡村社会

的美学趣味赋予他们才子佳人般的般配。不过赵树

理或许忘记了，即便在古典的才子佳人故事中，恋人

们的“般配”也总是以宗法社会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
因此可以说，小二黑和小芹要挑战的是整个乡村社会

的伦理逻辑和道德法则。在现代的爱情话语对于乡

村社会显得如此遥远而“荒诞”的时候，唯有最后让区

长出面“弄个大团圆”了［9］。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赵

树理的小说叙述特别求助于“才子佳人”“男才女貌”
的传统叙事模式，由小二黑与小芹在年龄、相貌和能

力上的般配，并且在与“二诸葛”招来的童养媳和“三

仙姑”对小二黑怀有的觊觎之心的对照中，凸显这种

婚姻关系的合法性。这也意味着，即便有人民政府的

新婚姻条例来倡导“婚姻自主”的正当性，但要使这种

婚姻关系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仍必须求助于传统伦

理所赋予的“合法性”。在这里，新婚姻条例的政治正

当性、乡村社会传统的伦理合法性和一对年轻人的情

感意愿这三者形成了或隐或显的博弈关系。
正是故事原型人物岳冬至的死，提示着《小二黑

结婚》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弥合这三者的关系。赵

树理显然明白这一问题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事实

上，赵树理是当代少有的持续关注乡村社会家庭伦

理问题的作家。他在《传家宝》《邪不压正》《孟祥英

翻身》《登记》《三里湾》等小说中，都将婚姻家庭关

系的描写纳入土地改革、生产运动、社会主义改造等

乡村社会运动的书写中，从而形成“大事”与“小

事”、“家长里短”与“社会变革”相融合的叙事方

式④。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用“家长里短”来反

映时代的变化，而是深入乡村家庭伦理关系的内部

去书写一种变革乡土中国的可能方式。应该说，赵

树理最关注也最擅长表现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女性中

的“老年女性”而非青年女性。他在《传家宝》中对

婆媳关系的描写，特别是在为配合 1949 年后新中国

《婚姻法》宣传而写作的《登记》中，将叙事的重心都

放在母亲而非女儿身上，显示出的是现代“爱情”叙

事所无法呈现的另一种历史厚度。事实上，赵树理

也是明确反对在农村书写中突出“爱情”描写的作

家。在有关《三里湾》的争议中，他提出农村社会并

不存在城市文化中所说的“爱情”［10］(PP328－329)。这种

对乡村伦理与文化传统的尊重，特别是在“青年女

性”与“老年女性”、在“爱情”与“结婚”上的改良主

义书写方式，显然并不真正看重“男女平等”“女性

解放”这一现代原则。可以说，赵树理看重的不是

“平等”而是“合理”，不是“解放”而是“调解”，不是

“打破”而是“重构”乡村秩序。但其中没有得到更

深刻清算的，是乡村家庭、伦理关系内部的权力关

系，特别是青年女性的主体位置到底如何摆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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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过度强调“调解”，无疑会在一些情境中压抑女性

的主体力量。比如，他强调的是“小二黑结婚”而不

是“小芹结婚”，无论有意无意，这都意味着对乡村

男权主体的一种认可与妥协。
从这一参照中，刘巧儿故事无疑更“激进”，因

为在这个故事里，行动的主体并非男性 ( 比如赵柱

儿) ，而是一个年轻女性。是刘巧儿强烈的主观意愿

和不屈不挠的行动能力，使得这桩婚姻成为可能。这

显然是更准确意义上的农村“新青年”与“新女性”。
这也使得是刘巧儿的故事而不是小二黑的故事，更能

够象征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乡村婚姻制度改革所激发

出来的历史能量。一位曾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过中

国解放区的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观察:“在许多农

村中妇女们行使的权力比男人更多，而且往往是比自

己的丈夫或兄弟更热烈地支持八路军”，并做出这样

的论断:“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

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

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

也就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11］(PP393－394)。显

然，刘巧儿的故事只有放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才

能出现，也才能被乡村社会民众所理解。
( 三)“婚姻自由”与“婚姻自主”
刘巧儿故事的关键在于，无论她和赵柱儿的婚

姻关系遭遇多少波折，他们从最初的娃娃亲婚约中

就有了“结婚”的合法性。哪怕在 1956 年的评剧电

影中，当刘巧儿在变工队的地里偶遇赵柱儿，周围的

人得知她就是毁了与赵柱儿婚约的刘巧儿，纷纷骂

她嫌贫爱富，而丝毫没有人怀疑她和赵柱儿这种由父

辈决定的娃娃亲的合理性。如果说以“团圆”为主题

表现的就是这种乡村伦理的意识或潜意识，那么“告

状”也并不一定就能表现刘巧儿的主体性。在中国民

间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告状”的著名女性，比如窦娥、

小白菜等，她们或为父亲告状，或为丈夫告状，而刘巧

儿则是为了自己的婚姻告状。这是她的现代主体性

的表现。但也很难说，她不是为了给自己与赵柱儿要

回真正的“夫妻”名分。因此，刘巧儿的故事虽然在性

别表象上表达了超出《小二黑结婚》的女性主体性，但

在叙事逻辑上却似乎与现代“爱情”隔得更远。那么，

该如何理解刘巧儿这一女性主体的革命性呢?

显然，评价刘巧儿的主体性，不能依据五四式爱

情得以确立的现代都市个人主体性的评价标准，而

必须考虑到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语境和地区性特

点。学者丛小平在新近发表的一篇重新考察 20 世

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的文章［12］中有

一个重要发现: 1939 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提出

的“婚姻自由”原则，经过 1944 年和 1946 年的两次

修改和调整，改为“婚姻以自愿为原则”，进而 在

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1986 年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形成了“婚姻自主权”的

规定。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愿 /自主”的调整，

主要是基于 20 世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的法律实

践，即在调解乡村社会婚姻纠纷时，抽象地倡导“婚

姻自由”事实上并不能保护青年女性，反而会强化父

权制。这种理念与实践中的错位是如何发生的呢?

文章这样写道: “‘婚姻自由’的先决条件是个体追

求自由，而陕甘宁边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这

个地区的婚姻都是家庭事务，‘婚姻自由’并没有体

现为男女个人主体的权利，在以家庭为主体的情况

下，父亲习惯性地行使这个自由并从经济膨胀的条

件下获益，实际上强化了父权制。”也就是说，在乡村

社会的条件下，行使“婚姻自由”这个权利的主体并

不像都市社会情境下那样理所当然地被设想为独立

的个体，而往往是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单位主体。这

是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造就的巨大差别，“家庭”
这一单位形态，在乡土中国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经济

单位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由此使得农村青年男

女的婚姻关系并不单纯是个体之间的事情，而往往

是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交往形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谈到，中国乡村社

会并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而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结

构性主体形态。其中，最小的社会单位不是个人而

是家庭［13］。这也意味着，在乡村的社会关系和人际

交往格局中，真正的行为主体并非个人，而是能够代

表家庭的“户主”。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

农村施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包产到户”，即以

“户”为单位而非以个人为单位作为承包的主体。
按照乡村父权制血亲关系原则，能够代表家庭的“户

主”往往是父亲，或由母亲代行父职。基于这样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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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婚姻自由”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作为户主的

父亲之间的自由，而仅作为家庭一份子的女儿们很

难拥有这样的权利。比如在刘巧儿的故事中，刘赵两

家的婚姻关系是由两位父亲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决

定了的，这也是丛小平文章所提到的西北地区的“订

婚”习俗。从一般的理解来看，“订婚”并不是正式婚

约，但因为订婚同时伴随的是付给女方彩礼，因此这

就相当于婚约，撕毁订婚契约实际上相当于离婚。很

多悔婚案的发生，是因为从订婚到履行结婚手续的时

间跨度较长，当地经济的通货膨胀使得早年的彩礼贬

值，因此往往是女方的父亲悔婚，并另找一个依照当

下经济条件能给予更多彩礼的家庭把女儿嫁过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制度的地方性特点，比

如刘巧儿和赵柱儿早年由父亲订下的娃娃亲，在当

地人看来就是正式婚约，因此他们把刘巧儿的婚姻

纠纷当成一件“离婚案”来看待。所以真正关键的

并不在于娃娃亲是由父亲决定的，而在于青年男女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这门婚事。也就是关键不在于

婚姻契约的形式，而在婚姻契约的实质，即婚姻关系

缔结是 否 出 于 结 婚 双 方 的 自 愿 和 自 主。这 也 是

1944 年、1946 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修改基于司

法实践而提出“自愿”原则的原因: “‘自愿’意味着

婚姻的重点在于行为人本人，而‘自由’却没有强调

这一点”，“‘自主’的概念强调在婚姻纠纷中当事妇

女的个人意愿和她们对婚姻对象的选择权”。这也

就是说“婚姻自愿 /自主”更突出了女性在这些婚姻

关系和纠纷中的地位，以她们的意愿和选择作为司

法判决的依据，而不是以是否具有“自由”这种形式

来决定。马锡五审判方式区别于县裁判员的关键，

就在于他高度尊重刘巧儿的个人意愿，而不在意其

是否与赵柱儿悔婚( 离婚) 。从说书词到评剧电影，

都突出了马专员的调查办案及其与刘巧儿的个人沟

通，也是为了突出“自愿 /自主”原则。
这样一种在 20 世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司法

实践中形成的法律原则，实则也是破除形式主义的

“婚姻自由”观，在实质性选择层面强调并支持了年

轻女性的主体性地位。虽然这种自愿 /自主原则并

没有强调一定要破除乡村父权制，但是当问题的重

心转移到女性主体的意愿时，就意味着真正决定婚

姻关系的不再是由父亲主导的家庭单位，而是女性

本身。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刘巧儿故事的多个叙事

文本有其共通点，即在“婚姻自主”原则下，在新旧

交错的诸种婚姻形式的矛盾中，突出了刘巧儿的主

体意愿和自主选择权。
( 四) 女性主体性生成的文本轨迹

这里仍有两个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其一，虽

然四个叙事文本都包含了父权、女性和政府三方关系

的博弈，但是从说书词、秦腔现代剧到评剧、电影，其

叙事的导向性和对女性地位的再现方式却并不相同;

其二，如果说刘巧儿故事的不同叙事文本，历史性地

呈现出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愿 /自主”原则的形

象化演示，那就意味着支持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同时要

解决的是连带的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增强女性在

家庭中和乡村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使其“自主权”得

到有效的保障。这就涉及刘巧儿和赵柱儿这两个婚

姻关系中的“英雄人物”，如何同时也是“时代英雄”，

即他们都是劳动能手，通过参加村里的生产活动而获

得了英雄般的社会地位。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关联在

一起的: 其一涉及在婚姻纠纷中女性的自愿/自主权并

非一次性的选择，而是她是否真正具备“主体性”; 其二

涉及如何切实地帮助和支持女性获得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这两点在四个不同的叙事文本中都有

表现。刘巧儿的主体性在不同的叙事文本中是渐次

加强的，这也与不同媒介的叙事文本产生的历史语

境直接相关。在韩起祥的说书词《刘巧团圆》中，叙

述人站在乡村社会伦理的立场指责刘父贪财、王财

东好色、刘媒婆游手好闲，而刘巧儿与赵柱儿则都是

“好劳动”的好青年。刘巧儿“又会纺来又会织，抽

空还当车医生”，赵柱儿则“人又平和精神好，他说

话来大家听”，他们俩的结合，既是不应被打破的婚

约关系的修复( “团圆”) ，也是对品格高尚十分般配

的一对劳动夫妻的支持。在秦腔现代剧《刘巧儿告

状》中，突出了“告状”的曲折过程，并按照传统戏曲

的程式，将告状演绎为三次审判: “初审”是对刘父

和赵父悔婚的审判，“再审”是对刘巧儿与赵柱儿结

婚请求的驳回，直到最后马专员到来，以群众大会的

形式宣布两人的结合。虽然说书词和秦腔剧都强调

了刘巧儿爱劳动的时代性及其在与赵柱儿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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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动性，但叙事的重心都在事件而非人物身上。
刘巧儿作为叙事中心主体的确立，则要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评剧和 1956 年的戏曲电影中才会出现。

评剧与电影《刘巧儿》是在兼容了说书词和秦

腔剧的基础上形成的叙事，它们既没有把叙事重心

放在争取婚姻自主上，也没有放在勇于告状上，而是

突出了刘巧儿作为“农村新女性”的时代特点。她

不仅要“自己找婆家”，而且描画了她理想中的新生

活: 和丈夫一起劳动，一起学文化。评剧和电影的最

大变化是一开始就突出了刘巧儿与赵柱儿是“自由

恋爱”，即她在劳模大会上遇到赵振华时就爱上了

他。她爱上的不仅是“好劳动”的好人，而且是“时代

英雄”即劳动模范。唯有在这时，刘巧儿才明确说出:

父母定的是包办婚姻，就应该毁约; 现在又要和赵柱

儿结婚，是因为“爱上了他”。评剧和电影的主题词也

极大地凸显了刘巧儿的主体性:“婚姻自由，自己要争

取，自己的事怎么能靠别人。”这种对刘巧儿主体性的

强调，也改写了她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团圆”
和“告状”都依赖于马专员这样的政府清官的权威，那

么在评剧和电影中，马专员和政府明确地成为一种

“辅助性”角色:“幸福生活要自己争取，政府支持自主

婚姻。”也就是说，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马专员，而

是刘巧儿。马专员这个人物形象在评剧和电影中的

“低调”，也象征了政府的真正角色与功能: 不是由他

说了算，他的功能是“听群众说话”和“让群众说话”。
刘巧儿形象的主体性在评剧与电影中得到强化，

当然是与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的建立、《婚姻法》的

颁布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说书词和秦腔剧中，刘巧儿还是

一个地方性的农村新女性形象，在父辈主导的家庭关

系、复杂的乡村社会格局与传统伦理秩序规约中顽强

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评剧和

电影中，她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和新中国的“公

民”(“人民”) ，她凭借在婚姻关系上的“自愿 /自主”才

获得了切实的基于个人选择意愿的“自由意志”。
事实上，爱情叙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刘巧儿形象

中的凸显，表明她已经站在更高的主人公位置上来表

达作为时代“新女性”的自由诉求。而这种主体地位

的获得，则与她通过劳动、生产而得到提升的经济地

位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评剧和电影虽然并没有具

体交代刘巧儿是怎样参加了劳模会( 比如她是劳模抑

或是参加英雄大会的群众) ，但无论怎样，刘巧儿都不

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女性，而是一个拥有劳动能

力并且能够参与社会事务的独立劳动者。这也是关

于刘巧儿的叙事文本渐次强化的趋向。刘巧儿这一

形象一出场就是与“劳动”( 即纺织) 连在一起的，她

与赵柱儿的真正相识也是在地里，但是在四个叙事文

本中，唯有在 1956 年的评剧电影中这一点得到了特

别强化: 赵柱儿从变工队队长变成了劳动模范，而刘

巧儿的几乎每一个日常生活场景都在劳动: 纺纱、领
线、采桑叶。她的主体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劳动基础

上形成并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同样在 20 世纪 40
年代人民文艺实践中出现的王秀鸾，可以成为与刘巧

儿互相补充和参照的另一个重要女性形象。
三、王秀鸾: 劳动、生产与当家权

虽被列入“解放区四大歌剧”，但《王秀鸾》所达

到的艺术成就并不是最出色的，其历史影响也主要

限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与 50 年代初期。这是

一部以边区女劳动英雄的事迹为题材而演绎出的十

三场大型歌剧，主题构思和人物叙事都与 1943 年开

始的“大生产运动”这一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这部

歌剧最初形成于 1945 年的四五月间( 傅铎编剧，艾

宝惕等作曲，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演出) ，1945 年曾获

冀中区党委文艺创作类奖。据研究者考证，这是一

部在演出时间上早于《白毛女》的歌剧，约于 1945 年

4 月 15 日在冀中饶阳县前门庄为部队和群众首演，

因此称得上是解放区第一部大型歌剧［14］。剧本定型

后，首先由河间冀中新华书店于 1947 年 6 月出版，

1949 年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直到 1951 年

左右，仍有关于这部剧的演出消息。但无论在文学

史还是戏剧史上，对于这部剧的评价都限于解放区

文艺时期。这部表面看起来“应景性”“应时性”的

叙事文本，如果从妇女解放和人民政治的实践关系

角度来看，却有值得深入分析的叙事内容。
( 一) 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

从叙事艺术上看，《王秀鸾》固然没有《白毛女》
那样精致，却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孙犁曾在 1946
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过这部剧的两个特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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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叙事结构———“通过这个小小的家庭，从春到

冬，一年间的遭遇和变化，写出了一部非常精细、非

常真实的农村的图画”; 二是它的叙事风格———“没

有传奇，没有什么奇特的布景，没有艳丽的女角。台

上很平常，家庭的纠纷，田园的劳作，有时只是王秀

鸾母子在那里埋头工作而已。但正是这些事情吸引

了观众，它再现了农民的生活，悲苦和愉快”［15］。可

以看出，这是一部以朴素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再现

农民生活的作品，并不以剧烈的戏剧冲突和传奇性

的故事情节取胜，这也使它缺少了其他三部解放区

歌剧的“戏剧性”特点。就其叙事类型而言，可以说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家庭伦理剧。因此，值得

细致考察的就是剧中如何叙述乡村社会农民家庭的

日常生活，特别是女主人公王秀鸾在其中的位置。
王秀鸾的形象不同于刘巧儿、喜儿那样的青年

女性，故事一开始，她就是有一个孩子、生活在六口

之家的已婚农村妇女。她的生活中缺少诸如谈恋

爱、缔结婚姻关系等戏剧性情节，而主要表现为婆媳

关系、夫 妻 关 系 等 乡 村 家 庭 生 活 的“家 长 里 短”。
《王秀鸾》重点展示的，是她作为一个劳动女性如何

参与社会生产并获得“劳动英雄”的荣誉、同时提升

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这一过程。与刘巧儿的故事集

中于“婚姻”这一社会性别制度场域不同，分析王秀

鸾这一女性形象及其叙事文本，将使有关 20 世纪 40
年代人民文艺实践和妇女解放运动关系的考察，深

入到另一个社会性别制度场域———“家庭”。
《王秀鸾》的叙事时间发生于 1945 年，叙事内容

围绕着一个农民家庭的破裂与修复过程展开。歌剧

开篇的两场便是“家破”: 公公张店臣外出经商，婆

婆张老婆花光家里的钱带着女儿逃荒去找公公，丈

夫张大春负气离家去参军，家里只剩下王秀鸾母子

俩。此后的剧情发展是，王秀鸾带着 11 岁的儿子，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独立耕种自家的田地，终于在秋

天获得大丰收。她下定决心参加生产的理由，按剧

中交代: 一是丈夫的嘲笑，“不参加生产男人瞧不起，

家庭地位不能平”; 二是村妇女主任的开导，“妇女

们积极参加生产，提高家庭地位”; 三是周围人的鼓

励，“妇女们一样的参加生产，男的能干女的就能干，

这就叫男女平等”……这些台词有较为明显的政策宣

传的痕迹，但对于推动王秀鸾思想变化却是有力的支

持。由于村干部、妇女干部、邻里亲朋的支持，这个已

经离散了的家庭还保持着它外在的形式，王秀鸾母子

的生产劳动也有了合法性。事实上，这也是作为家庭

女性的王秀鸾在她所身处的乡村社会关系中赢得主

体地位的开端。正是由于她的辛勤劳动以及劳动所

得的大丰收，这年冬天，她被评为村、区、县的劳动英

雄，从而获得了农村女性从未有过的在社会上的主体

地位。而这种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中赢得的主体

地位，也使她在家庭内部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归来

的丈夫发现家还在，并且妻子赢得了村人的交口称

赞，因而夫妻和好; 归来的公公把当家的钥匙交给了

王秀鸾，她取代婆婆成为当家人; 婆婆在王秀鸾的比

照和影响下自惭形秽，决定改过自新向王秀鸾学习。
( 二) 劳动、生产与女性地位的提升

通过参加社会化的劳动生产，王秀鸾不仅成为

被政府嘉奖的“劳动英雄”，而且在家庭内部赢得了

当家的地位。这当然也正是 1943 年中国共产党“四

三决定”的具体演示，即“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

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很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

设起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

挣脱封建的压迫了”⑤。1943 年之后的新妇女政策，

将经济工作和提升妇女的地位作为农村妇女工作的

中心，既是配合边区和根据地为解决经济危机而发

动的“大生产运动”，也是为推动农村妇女解放而采

取的具体措施，即把提升妇女的经济地位放在首位。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

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同时提

出了两点: 一是“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

的生产为首要工作，深入村庄，教育帮助与解决农村

妇女参加生产战线中的困难”; 二是妇女的生产计划

一定要和她们的家庭生活结合起来，以“妇女及其家

庭的生活都过得很好”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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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生产，在当时确实有着

十分现实的考虑，即男性农民被动员组织到前线当

兵，因此农村劳动力匮乏，需要将此前“闲置”在家的

女性作为劳动力解放出来。这一点，《决定》说得十分

明确:“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

斗的光荣的任务。”《王秀鸾》剧中也是丈夫张大春参

军，妻子王秀鸾在家劳动，“他在前线打日本，我参加

生产在后方”被作为理想夫妻生活的写照。王秀鸾在

家庭离散之后，带着儿子独自生产劳动并获得大丰

收，不仅拯救了家庭也支持了抗战，因此赢得了“劳动

英雄”的荣誉。这些都是推动王秀鸾这个从来只将她

的劳动局限在家庭内部的农村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动

力机制与现实因素。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些方面来阐

释王秀鸾这个人物形象，无疑大大缩小了其历史意义。
同样重要甚至更值得分析的是，如何以参加社

会化生产劳动为契机，使农村女性获得相应的主体

意识和主体地位。这其中有三个值得分析的要点:

一是如何理解“劳动”之于女性的意义; 二是如何通

过劳动改变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 三是如何通过

参加生产提升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
传统农村女性的劳动往往局限在家庭内部，这

主要指的是她们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包括生孩

子、带孩子、奉养老人以及做饭、打扫等日常事务。

在传统父权制家庭分工与性别观念中，这被视为女

性的“专职”，她们在家庭内部付出的劳动并不被视

为“有酬劳动”。“大生产运动”和 1943 年的新妇女

政策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化的生产劳动和

社会事务，如《王秀鸾》剧中展示的种地、纺织和支持

抗日军队等。这些家务劳动之外的活动，以两种形式

直接给予女性相应的报酬，即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
从物质鼓励而言，种地和纺织可以增加妇女的积蓄，

她们的劳动能直接进入社会流通领域，使她们和男人

们一样可以“挣钱”。这种经济上的独立为她们在个

人、家庭与社会事务中获得自主权提供了切实的物质

帮助。《王秀鸾》剧中这样说:“妇女们参加生产，自力

更生，学会了种地，就是一辈子的饭碗。娘家有千顷

园子，婆家有万顷地，自己不会作活，也是个老吃，一

样受罪。”( 《第八场》) 这里相当有意味地将“自力更

生”的主体从政府、军队转移为女性，认为会种地就是

女人养活自己的“本事”。这对于那种“男主外，女主

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和认为女人的活动就应该限制在

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观念，当然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从精神鼓励上来说，如同《王秀鸾》剧中那样，被评为

“劳动英雄”是女性从未获得过的社会荣誉，这使她们

可以真正像男人们一样成为家里家外的主人。

歌剧也从相应的舞台表演设计上创造了一种重

新理解“劳动”的美学形式。剧中有三场之多的场

景来表现王秀鸾母子在地里劳动的情形，并有母子

一起劳动的多个歌舞场面，如拉犁、挑水、耕地、收割

等。这也是人民文艺第一次将农民劳动场景搬演到

舞台上，使得农民的日常劳动情境成为农民观众自

觉意识到和看到的审美对象。对“劳动”形式的审

美化，可以说是《王秀鸾》这部歌剧的一大突破。这

一方面打破了那种认为女性不应当参加体力劳动的

传统性别观念，另一方面也通过舞台程式的搬演而

使之成为美学化的观看对象。在同时期人民文艺其

他有关农村女性的叙事文本中，劳动往往是她们的

某种附加身份，比如刘巧儿的纺织、喜儿在地里的收

割，但是王秀鸾的形象和叙事却包含了直接将劳动

的形式转化为舞台表演程式的创造性叙事。这就使

劳动之于女性的独特意义得到了极大凸显。当然，

更重要的是这种劳动完全打破了传统劳动的社会性

别分工，使女性进入由新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

体系中，赢得了与男人同等的社会权利。因此，这里

的劳动美学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 三) 劳动女性的当家权

可以说，“大生产运动”通过鼓励女性参加家庭

以外的社会化生产劳动，同时更通过女性劳动的“有

酬化”，而使其成为独立的劳动者和经济个体。但

是，王秀 鸾 故 事 的 讲 述 并 未 突 出 她 个 人 的“独 立

性”，相反，故事是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确立她的主体

地位的。通过劳动和生产，王秀鸾修复了与丈夫张

大春的夫妻关系，也使公公承认了她在家中的主导

地位，将象征着“当家权”的钥匙和钱交到王秀鸾手

里，从而取代了婆婆以前在家里的位置。与王秀鸾

形象构成对比的是婆婆张老婆这个人物形象。在这

样一个“父亲缺席”的家庭里，可以说张老婆的恶习

是造成家庭离散的主要根源。如孙犁这样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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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剧本里，没有强调地写敌人对农村经

济、人民生活的压榨破坏，一切归罪于老婆子的好吃

懒做也是一个缺点。”［15］这使整部剧局限在一种家

庭伦理剧的叙事格局中，而没有与更大的社会问题

结合起来。剧中张老婆作为一个不事劳动、贪图享

受、缺乏家庭伦理和责任感的反面人物典型，主要是

为了衬托王秀鸾形象的完美。通过这种婆媳在家庭

中地位的更替，歌剧显然是要强调女性参加劳动生

产的正面意义。王秀鸾的劳动价值不仅得到村干部

和村民们的认可，也得到了丈夫、公公和婆婆的承

认，并直接提升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从歌剧开篇，

王秀鸾在家中受婆婆欺负、丈夫打骂、公公无视，到

结尾处全家人欢送她去县里参加劳动英雄大会，并

由村中年轻男性光棍秃子唱出“寻媳妇照着这样的

寻，一家子都跟着光荣”，这些都是试图突出劳动生

产改变女性命运的主题。当然，由于歌剧对于人物

心理的变化缺少必要的铺垫，丈夫、婆婆的转变都显

得有些突然，不过歌剧的主题立意却是明确的。
值得分析的问题是，王秀鸾最终在家庭中地位

的提升，是她作为女性在家庭中主导地位的获得，还

是她仅仅是父权制家庭的代行父职者呢? 如何看待

她在这种家庭关系里的主体性地位仍旧是个问题。
在张家的家庭关系结构中，公公张店臣是名副其实

的家长，只是因为他要外出做生意，才将管家的权力

交给张老婆，并委托村干部张四保照应家里。王秀

鸾是在丈夫、婆婆和公公都离家的情形下开始劳动创

业的。剧中写到村里的代耕团( 帮助耕地) 、妇委会

( 一起纺织) 给予王秀鸾各种帮助，而只有当她已完成

秋收、当了模范之后，家人才陆续归来。这也就是说，

王秀鸾通过劳动生产获得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这个

叙事过程，是在家庭成员关系缺席的情形下展开的。
而王秀鸾这个当家人地位的获得，是由归来的

公公张店臣任命的。歌剧花了不少篇幅表现张老婆

在外的逃荒生活: 寻找丈夫不遇，又碰到骗子，差点

卖掉自己的女儿，最终偶遇张店臣才得以归家。因为

张老婆闹出了这么多荒唐事，所以公公要赶走婆婆，

是王秀鸾下跪求情公公才赦免了她。这时王秀鸾展

示了她作为贤惠儿媳妇的一面，如此劝解张老婆:“我

是你亲儿媳妇，你是我亲娘，我年幼应当做活，我养着

老人也是应该的，就是你有不对的地方，我也能担

待。”( 《第十一场》) 但是张店臣对于婆婆的夫权和在

家庭中的父权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最后，张店臣

决定不再离家外出，并把原本由婆婆控制的当家权交

给王秀鸾。王秀鸾在这样的家庭关系格局中，实际上

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也就是说，劳动生

产所获得的独立社会地位，并未使王秀鸾脱离家庭，

相反使她成为家庭关系的修复者和主导者。这和共

产党的“四三决定”所要求的把妇女“参加劳动生产”
和“家庭生活过得好”结合起来显然是一致的。

但如果因此就认定王秀鸾这样的农村女性并未

能突破父权制家庭的限制，无疑也是简单化的理解。

王秀鸾取代婆婆成为家里的当家人，虽然是由公公任

命的，但与婆婆的代行父职( 即丈夫不在家暂时代理)

不同，这是在公公在场( 在家) 的情形下由公公主动交

出了管家的权力。这里显然有女性取代父权的意味。
正是在这一点上，参加劳动生产不仅使王秀鸾获得了

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使她在某种意义上取

代父权而成为“家庭”这一乡村社会单位的主导者。
农村女性在家庭单位中获得的“当家”地位，对

于传统乡村社会关系而言是一项重要变革。如果说

以刘巧儿代表的青年女性获得的“婚姻自主权”，是

她们获得个人的人生幸福、赢得主体地位的关键一

步，那么王秀鸾所代表的已婚女性所获得的“当家

权”，则可以视为农村女性通过参加社会化生产劳动

而赢得经济地位后，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某种必然要

求。如果缺少这样的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

影响( 由新政府赋予的“劳动英雄”荣誉称号) ，王秀

鸾要想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公

赋予或承认她的“当家权”当然也是对她主体地位的

一种认可。这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对父权制家庭

的某种变革，意味着当家权从传统的年长男性家长开

始转移到更具劳动能力与时代观念的年轻女性手中。
( 四) 当家权的边界

当然，“当家权”并不是妇女解放的全部。值得

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当家权”是否是丈夫缺席

( 外出参军) 时的一种暂时替代呢? 《王秀鸾》剧中

有意味的是，对丈夫张大春的大男子主义( 看不起媳

妇、动手打骂) 采取的是颇为温和的处理方式。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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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鸾的劳动成果使他对妻子刮目相看，而且也提到

他当了八路军后的思想进步。可以想见，如果张大

春在抗战胜利后归来，他将参与的是村或政府的社

会工作，而不是拥有家里的当家权。这样的问题在

赵树理小说《传家宝》［16］中有相应的表现，可以将其

视为王秀鸾的“后续故事”。
《传家宝》以乡村家庭中的婆媳关系为叙事内

容，观念守旧的婆婆怎么也看不上大手大脚的劳动

英雄儿媳妇，嫌她不会当家。婆婆最终在儿媳妇的

善意引导和现实的教育下，转变了旧观念，把她那套

用针头线脑代表的“传家宝”扔到一边，接受了儿媳

妇的新观念。在这样一种婆媳关系的喜剧式转变

中，因年龄、代际等形成的农村女性内部权力关系的

较量，是以恪守传统妇女旧道德的老年农村女性和参

加社会劳动生产的新式农村妇女之间的对比而展开

的。在《传家宝》这样一种婆媳关系格局中，公公早年

去世因而是缺席的，儿子采取了一种旁观式的态度:

他有更多也似乎更重要的社会工作要忙，所以是否当

这个家对他而言并不重要。这或许正是《王秀鸾》中

张大春未来的位置和形象。由此也显示出王秀鸾“当

家”的另一面: 如果说“当家权”是承认劳动女性地位

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否同时也意味着女性仍旧没有

挣脱家庭的限制呢? 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固然是

女性获得主体地位的最重要方式，但这是否意味着女

性仍旧必须承担双份的家务劳动，以及是否意味着女

性的社会地位事实上最终还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呢?

《王秀鸾》这部剧的历史局限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它

虽然以表现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为主要内容，

却仍以家庭生活作为衡量女性的最终价值标准。这

是王秀鸾的“当家权”没有越出的权力边界之一。
王秀鸾故事与“当家权”相关的权力边界之二，

是赢得了经济独立权的劳动女性能否有脱离这个家

庭的权利。1943 年大生产运动后，陕甘宁边区和各

根据地推举劳动英雄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激励措

施，并且扩展到军事、工业等各个领域［17］(P249)。事实

上，“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许多人物传记讲述的

都是这些英雄、劳模会上的原型人物。与《王秀鸾》
同时期 出 现 的 重 要 作 品，是 赵 树 理 的《孟 祥 英 翻

身》［18］。这是一部为“渡荒英雄”孟祥英采写的人物

传记，最初发表时署名“现实故事”。虽然同样是劳

动女英雄，孟祥英故事显现的家庭关系显然比王秀

鸾故事要严酷得多。孟祥英是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

丈夫家的，婆婆和丈夫完全把她当佣人看待，随意打

骂惩罚侮辱，无所不用其极。正是通过参加社会化

的劳动生产，被众人推举为“劳动英雄”之后，孟祥

英才觉得自己像个“人”。这也是她“翻身”的实质

含义。但是孟祥英在家庭关系里的矛盾并未得以解

决: 一是她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的屈辱和伤害记忆并

没有得到化解; 二是婆婆和丈夫虽然不再敢打骂她，

但也并不认可她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她的经济地位

的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未相应地改变她在家庭

中的地位，因此才存在孟祥英的“离婚”难题。在赵

树理的故事里，孟祥英并没有离婚，关于她未来的家

庭生活，叙述人有意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开放式

结尾。而据史料，实际上孟祥英最后离了婚，但是因

为她劳动英雄的身份，这桩离婚案反而是个难题⑥。
从孟祥英的故事可以看到“四三决定”中存在的在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把家庭的生活过得很好”
之间的矛盾。对于孟祥英而言，哪怕她获得了家庭

内部的“当家权”，也无法消弭她在这个家庭里遭受

的精神伤害和心理痛苦。这就显示出女性通过劳动

生产而在父权制家庭内部获得主导权的“边界”所

在。在《王秀鸾》中，丈夫的道歉、公公的赋权、婆婆

的悔过和村里众人的赞誉，使王秀鸾在张家获得了

切实的尊严和满足感，因此她的“当家”是切切实实

的“翻身做主人”。但这一切都是以她接纳并主动

修复家庭伦理关系为前提的。孟祥英的故事则暴露

出了生产与家庭之间并非总能一致的矛盾和冲突。
王秀鸾的故事在 20 世纪 40 年代解放区文艺舞

台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很大程度是因其设定的叙

事主题限于“生产”和“家庭”，而“没有强调写敌人

对农村经济、人民生活的压榨破坏”［15］。这与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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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李士德:《太行山麓忆华年———孟祥英同志采访录》，载《赵树理忆念录》，吉林: 长春出版社，1990 年，第 105－111 页。其

中提到，赵树理对于孟祥英原型故事的一个重要改动是隐去了她与原丈夫离婚后又与人再婚的经历。



纪 40 年代中期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和政治主题的历史

性变化有直接关系。从 1945 年开始，随着抗战结束

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农村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相

伴随的“阶级斗争”开始成为人民文艺实践越来越明

确的叙事主题。事实上，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

期的解放区四大歌剧中的《白毛女》《赤叶河》和《刘

胡兰》，都强调了农村社会的阶级冲突和阶级革命的

叙事主题。相对而言，《王秀鸾》未能将农村新女性叙

事与这些政治主题结合起来，这是它在 20 世纪 40 年

代后期出现后不久就逐渐被遗忘的重要原因。而歌

剧《白毛女》则因为明确了“阶级斗争”这一叙事主题

而塑造出了当时最受瞩目的农村女性形象。

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王秀鸾》所塑造的已

婚劳动女性参加社会化生产的故事，却在 20 世纪

50－70年代的中国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这一类人

物形象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叙事要素: 一是女主人公

都是农村劳动妇女; 二是在家庭关系中展开已婚女

性的生活叙事; 三是在家庭内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外

的社会生产这双重叙事中表现女性的主体性。其中

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出现的“李双双”这一人物形象，甚至可以将其视为

王秀鸾故事的当代版。在已有的家庭关系格局中通

过劳动生产而重构自己的主体地位，成为 20 世纪

50－70 年代表现农村劳动女性的一种经典形象。这

种形象既区别于五四式爱情叙事中的青年都市女

性，也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启蒙叙事中的知识女

性，更区别于 21 世纪以来商业化逻辑中的都市时尚

女性。当代中国这种劳动女性形象，在王秀鸾的故

事中构造成型，在李双双的故事中塑造成熟，成为勾

连起社会主义中国出入于劳动生产和家庭生活场景

的农村新女性的独特历史脉络。
四、中国妇女解放历史经验的理论自觉

刘巧儿、王秀鸾这两个人民文艺中的女性形象

及其文本叙事，呈现出的是 20 世纪 40－50 年代农村

劳动女性在婚姻、家庭这两个场域中的赋权与中国

革命运动实践彼此勾连与融合的历史形态。在这

里，女性的性别解放诉求与中国革命的阶级、民族解

放诉求是相统一而非分裂的。尽管其间仍旧存在着

有待解决的诸多文化、政治、社会问题，但是深入 20

世纪 40 年代革命运动的内在历史视野，将会看到女

性在婚姻、家庭场域中主体权利的获得，与其参与的

革命运动并非对抗性关系，毋宁说，正是革命运动本

身推动了女性在婚姻、家庭场域中的赋权和自我赋

权。重新解读这两个女性形象，有助于人们看到妇

女解放与中国革命的“二元论”所遮蔽的历史视野。

其中包含以下三个值得更深入讨论的理论议题。
首先，如本文开篇提到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在如何理解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上

存在着或隐或显的二元论。这其中实际上包含着两

种妇女解放理论话语的冲突: 一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

的妇女解放思想，二是源自西方社会的当代女权 /女
性主义理论。正如英文 feminism 一词本身包含了

“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双重含义，中文中很难

找到相应的词汇来表达这一理论范畴，中国与西方的

妇女解放历史实践有共通也有差异。中国妇女解放

思想本身是从 19 世纪西方社会传播过来的，但在 20

世纪中国，妇女解放实践走的却是与西方女权 /女性

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问题在于，中国研究界对

这场革命运动的理论化实践非常不充分，由此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女性和性别问题上实际的理论推

进主要由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主导。这造成了一种

理论与历史实践之间的错位关系，即人们常常用西方

女性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妇女解放实践。尽管女

性解放是最具全球性的普遍议题，但因为忽视诸多历

史差异性，最终可能导致用抽象的西方中产阶级式女

性问题来遮蔽不同阶级、国别、民族、地域等的女性问

题。对于推进今天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探索而言，这

里并不是要再度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论来强化中国

妇女解放的特殊性，而是力图思考如何在新的世界高

度上，综合中国革命经验与西方理论，对女性问题做

出更具综合性和理论深度的探讨。具体到如何解释

20 世纪 40－70 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对研

究者所持理论分析话语的历史自觉是必要的前提。

这也意味着需要深入 20 世纪 40－50 年代中国的内

在历史视野和逻辑中去重新考察妇女解放实践展开

的具体过程和方式，而不是从抽象的西方女性主义

理论话语出发去做简单化的价值评判。
其次，需要从多重交互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

91



性别制度中来重新讨论女性社会群体的独特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妇女解放问题常常被纳入

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加以思考，其关

键词是“生产”。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妇女解放构想［19］，倡导妇女走

出家庭、参加社会化生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脉

络中妇女解放思想的共同特点。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西方女权 /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以来，妇女解放

思想的最大发展是提出了一些分析女性问题的创造

性概念，诸如“社会性别制度”、女性主体的“无意识

结构”、文化语言的性别与欲望问题、社会性别身份

的操演性，等等。其中，关注女性身份及其自我意识

如何在婚姻、家庭等亲属关系结构中生成的社会性

别制度概念，对于探讨女性问题提供了更具体也更

具启发性的阐释框架⑦。这使人们意识到，正是婚

姻关系、家庭模式等日常生活形态在生产出性别政

治。不过，这种理论探讨带来的另一偏向，是将马克

思主义关注的“生产”问题和社会性别制度的婚姻

家庭问题区隔看待。英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朱丽

叶·米切尔在其著名的理论著作《妇女: 最漫长的革

命》中，尝试从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这四个议

题来勾勒与女性相关的总问题系［20］(PP8－43)。这种综

合的最大问题是论者往往从纯粹的理论抽象而非具

体的历史实践中来分析这些议题。而实际上，这四

个问题对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女性而言，从来就不

是彼此区分的，而总是融为一体的，并且是“活生

生”地在生活中展开的。
对于 20 世纪 40－70 年代中国农村新女性问题

的讨论而言，更是如此。女性参与社会化生产、在经

济权利和社会地位上的提升，与她们在婚姻关系上

的自主权、在家庭内部的当家权是密不可分的。并

且，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与社会性别制度的革

命是在统一的“人民政治”实践中展开，女性是多元

统合的政治主体“人民”中的一员，又保持了相应的

差异性和独特性。她们在婚姻、家庭场域中的主体

性要求，是在总体性人民政治的“平等”原则基础

上，与乡村社会、人民革命发展的关系格局互相协商

的结果⑧。这也是为什么刘巧儿的故事从新旧交错

的六种婚姻关系中生长出女性的主体性，为什么王

秀鸾的故事在生产与家庭的双重叙事中力图协商出

一种新的家庭关系模式。在这里，婚姻家庭问题既

没有被革命运动所遮蔽，又没有从革命运动中游离

出来，而是在人民政治的普遍实践中不断地从内部

生成出女性主体性的历史形态。虽然这种历史实践

与文艺叙事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但

显然，唯有在总体性的人民政治关系格局中，女性才

能既获得相应的普遍性平等权利，又找到解决其特

殊性问题的通道。

由此需要提出的第三点是，婚姻、家庭作为一种

社会性别制度的场域或单位，学界常常要么将其视

为自然化的亲密关系的载体，要么将其视为父权制

的强制性象征。但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革命实践提供

的却是一种从内部改造的批判性路径。这种路径并

不将婚姻关系、家庭形态视为抽象的整体，而尝试通

过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从内部为女性获得展开主体

性实践的具体方式。典型例证莫过于本文从刘巧儿

故事所显示的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的实践

原则，或如王秀鸾故事所显示的如何通过修复家庭

关系而成为家庭的主导者。从这种思路出发，婚姻

和家庭并不被视为刻板的父权制权力机器，而是从

一种看似妥协性的“新贤妻良母”实践中将女性置

于主导者位置。但女性获得的这种主导权，并非父

权制家庭关系的翻版，而是一种既具包容性又具平

等和民主原则的新家庭关系模式。
1943 年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调整( “四三决

定”) 改变了此前妇女工作的“妇女主义”取向，赢得

了既包括妇女也包括乡村男性的认同，在革命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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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文章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

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

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等等。
有关人民政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参见贺桂梅:《人民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与女性形象叙事———重

读〈白毛女〉》，《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 年第 1 期。



上显然是更成功的实践。其中值得仔细甄别的是，

这究竟是一种向父权和男权的妥协，还是一种包含

革命设想的新实践方案? 如果说妇女解放要消灭的

是父权制和男权制，而非父亲们和男人们，那么我们

显然需要更大的包容性和想象力去理解 1943 年后

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展开的社会关系革命和性别

秩序重构。在刘巧儿、王秀鸾的故事中，关键之处不

仅在于女性获得了婚姻自主权和当家权，更在于这

些女性所获得的权利并没有重复压迫与反抗的二元

对立权力模式，而是尝试从“人民”的普遍性政治主

体的层面，赋予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的其他人以

相应的主体位置。一旦这样的革命能彻底完成，那

么获得解放的就远不仅是女性，而是传统家庭模式

的真正消亡和社会的普遍解放。
正是这样一种普遍解放的人民政治愿景，使得

人民文艺中的女性形象包含着许多值得重新解读的

历史内涵。无论是就这段历史还是就中国妇女解放

实践经验而言，关于这种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特

别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与理论推进的可能性，学界不

是谈得太多，而是探讨得还不够。唯有对历史经验

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并展开具有普遍阐释力的理

论探索，性别和阶级议题的二元论才能真正被打破，

立足中国经验并具世界普遍性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

践也才有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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