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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作为一个长居海外的写作者" 在她的长

篇新作#第九个寡妇$中"把视野投向了乡土中国的

民间生存处境"讲述了一个纯朴而动人的故事%一个

农村儿媳妇把她被打成地主恶霸的公公在地窖里藏

了 !" 年&然而"在这个好看的故事的深层"我们可以

透视到乡土中国的生存伦理与历史风云变幻的内在

张力’历史理性与个体生存的悖论’女人与男人的性

别修辞&严歌苓长久以来在华文文学里"并不是一个

社会寓言的讲述者" 也没有扮演一个时代的思想者

和启蒙者的角色" 但在她对普通人的生存际遇的书

写中"却往往渗透了对历史的追问’对日常伦理的质

疑以及对性别秩序的颠覆&
一!历史叙事与女性生存

(第九个寡妇$讲述的是从 !" 世纪 #" 年代末抗

日战争到 $" 年代文革结束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但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中突出的是一个普通的乡村

女子王葡萄的命运变迁&一段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

历史和一个女人坚韧’乐观’纯朴的生存方式奇异地

绞合在一起&历史的诡谲多变’冷漠无情和女人始终

不变的对活着的信仰和对人的温情’ 呵护使残酷的

行走在历史之外
!!!论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中的性别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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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历史叙事与女性生存’革命叙事与民间伦理’女性叙事与性别修辞三个方面对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中

的性别修辞进行了解读"认为#第九个寡妇$还原了女性的性别场景"完成了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反思和对大历史中女性生存的体

察%通过对民间生存伦理的挖掘质疑了革命伦理的民间生活的伤害+#第九个寡妇$还通过对女性外部经验的书写透视历史中的

女性与女性经验中的历史"从而为性别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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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Geling; !"( @%&J() @*+( K*-./; gendered expressions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combination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female living, revolutionary narratives and folk ethics, and fe-

male narratives and gendered expressions to examine the use of gender vocabulary in Yan Gelin's The Number Nine Widow. It recog-

nizes that Yan has restored female's gendered scene and provided the reflections on the mainstream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experien-

tial account of women's lives in history. Through uncovering the folk ethics, Yan has exposed the injury of revolutionary ethics on folk

living. Yan has also uncovered the woman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oman's experience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woman's experi-

ence with outside world. In so doing, Yan has presented a new angle for gender based story 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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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为女人存在而淡漠了冰冷的面孔! 女人的温

情有效地弥合着历史留下的种种裂痕" 一部主流的

历史叙事在王葡萄的眼里不过是换来换去的世道!
而不变的却是在任何世道都要坚强地活下去的热

情" 当男人的历史在打打杀杀#改朝换代的时候!是

历史底层里像王葡萄这样$地母%般的女性在无语中

收拾着历史暴力下的碎片! 用她母性的目光和双手

抚慰着历史车轮碾过后破碎的心灵"
正统的政治# 历史的修辞方式往往完全屏蔽了

历史场景中的女人!但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还

原了在时代大变迁中最根底里的女性生存" 当历史

理性判定了孙怀清的命运时! 王葡萄从刑场上偷偷

背回了濒临死亡的公公! 让公公好好活下去成了她

生活的重要信念"王葡萄背对历史的行走!虽然经历

了重重磨难!但她始终不渝地像一个长不大的#缺心

眼的 ! 岁的小姑娘!执拗#乐观地走向历史的深处"
在许多人的性格和命运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涂抹#改

写和扭曲的时候!王葡萄凭着她的自然#率真而逃逸

其外"历史与她有关!但她却可以从历史的缝隙里逃

逸而出" 历史的残酷和时光的流逝几乎没有在她身

上留下什么沧桑变化! 历史的灾难与浩劫! 于她而

言!更像是一些偶然" 她是时代的局外人!她几乎是

圆睁着那双无邪的眼睛注视着荒诞的时代与历史!
背对那个喧嚣的世界而独自行走" 历史的缝隙里原

来可以留存一个女性自然鲜活的生命! 虽然她平凡

的人生轨迹一次次被意外事件所抛掷和放逐! 但王

葡萄依然从容! 她顽强地穿越历史的重重雾障和种

种残酷"虽然她不能洞悉历史的所有幽密!但她以自

己的身体和一颗浑然朴拙的心穿越了历史的诡秘!
收获了平凡而丰盈的人生"

历史暴力同时也是对女人的暴力! 一部大历史

也是一部女人无字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女

人往往是沉默的#被书写的!女性在浩渺的历史中从

来都没有主体性的存在! 历史的暴力有效完成了对

女性的淹没" 但王葡萄以她沉默的方式完成了对历

史潜在规定性的反抗! 她不仅要主动掌握自己的命

运!而且她还背负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主动地行走"从

客观上说!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历史对个体的规约!所

以在大历史叙事中! 个体的命运往往和历史的风云

变换紧密缝合" 巴赫金认为这样的$成长小说%的出

现是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在这类小说中! 人的成

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人的成长

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 %$他与世界一同成

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的历史成长%!"#&第九个寡妇’
虽然也写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 写了王葡萄从 $
岁到 %& 多岁的生命历程!但她的性格似乎和历史无

涉!她浑然天成的本性里的佛性贯穿了她的一生!在

王葡萄的体悟中! 生命不过是一次次平淡无奇的流

逝!历史是换了又换的相似的面孔!而执著于活下去

的渴念却是人生的根本与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说!王

葡萄是行走在历史之外的个体! 但这样的行走却能

穿透历史的重重雾障!直指民间最有力量的生存!这

种生存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叙事而指向对人性的终极

追问和关怀" 历史的暴行和权力往往把女性放逐出

这个世界!但恰恰是女性完成了对历史最后的救赎!
是女性$地母%般的宽厚和爱缝合和温暖着历史的裂

痕和伤痛"在小说的最后!爷爷孙怀清在给平讲述的

那个寻找远祖的故事里!有着一个深刻的隐喻!王葡

萄无疑是那位有着宽厚的仁爱之心的远祖的形象"
王葡萄是生活在历史中的小人物! 但正是许多

行进在历史之中和行走在历史之外的小人物在历史

的断裂处坚强地站立!并抚慰着历史的伤痛"严歌苓

悲悯地注视着在历史主流之外的小人物的生存!她

们的坚韧#纯朴!她们对生的执著!她们潜在的对历

史宿命的抗拒和一份对历史的边缘体验! 呈现了一

份关于历史#关于女人的别样叙述"宏大的历史叙事

是女性缺席的叙事!而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还

原了女性的性别场景! 深刻地表达了对历史与历史

中的女性境遇的体悟" 女性对历史的认同方式就是

活着!她以最为纯朴的生存策略!破解了历史的诡计

和悖论"在暴力时代的历史废墟上!严歌苓以这样一

种个人写作的方式有效地完成了对主流历史叙事的

反思和对大历史中女性生存的体察"
二!革命叙事与民间伦理

在&第九个寡妇’中!革命伦理和民间伦理是并

置的两个叙事伦理! 革命叙事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

不断改造着民间伦理! 并试图把民间伦理镶嵌进革

命伦理之中"同时!革命伦理也以它强大的#暴力的#
不可抗拒的力量规约着乡村伦理!但乡村的#民间的

伦理却常常突破革命叙事强大的异己力量而顽强地

浮出历史水面"在小说中!王葡萄即以她民间生存里

那种自然#纯朴#坚韧的精神穿越了历史理性和革命

叙事的话语秩序和现实秩序! 并显示出巨大的民间

活力和人性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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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开头作家即提出了一个悬念! 史屯有

! 个年轻的寡妇!她们都是在 "!#$ 年夏天的那个夜

晚开始守寡的"后来寡妇们有了#英雄$寡妇的称号!
村里每年都凑出五斗十斗的送给英雄寡妇们! 但没

有葡萄的份% 原来!当鬼子到村子里抓八路的时候!
英雄的史屯小媳妇们都在敌人的眼底下认领了八路

而牺牲了自己的丈夫! 只有不觉悟的王葡萄认领的

是自己的男人铁脑!她的理由极其简单!她说&他是

我男人!我不救他谁救他%当公公孙怀清被打成地主

恶霸的时候! 连他亲生儿子孙少勇为了自己的政治

前途和进步都主动要求枪毙父亲! 但葡萄在深夜的

沙滩上背回了公公!并把他藏在家里的红薯窖里 %&
年!并躲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她的理由仍然简单&
枪毙了孙怀清!葡萄就没有爹了!没有家了% 大跃进

的时候!葡萄负责在村里养猪!不仅帮助村里度过了

困难时期!还被评上了劳动模范!但葡萄死活不去参

加劳模大会!她的理由更为朴素和单纯&我走了!你

们还不把猪杀的杀!卖的卖!你们都不把人当人!还

能把猪当猪’ 在王葡萄身上体现出的是典型的民间

人情和伦理!当乡村也被革命话语淹没时!葡萄身上

所散发出的乡野生活的世俗光彩! 穿越了变来变去

的历史晦暗的天空!透出生活机理里最为简单(质朴

但又无比深刻的生存理念%
革命叙事要求把每一个个体都纳入现代性的历

史设计! 要求个体走出传统的家和个人情感而融入

民族国家建构!所以!舍弃自己的丈夫而救下抗日的

八路军才是所应认同的选择! 但懵懂的王葡萄根本

就不懂得家国认同! 她守护的是千年不变的小家情

感% 革命的启蒙话语在面对王葡萄的民间混沌生活

状态时完全失效了%所以!严歌苓也许并不想充当一

个启蒙主义者% 她只是一个悲悯地注视着历史之外

的小人物生存的人道主义者!正是葡萄的朴素的(懵

懂的( 本能的母性情感在不断弥合着革命话语的断

裂之处%革命看到的是孙怀清的财富!而葡萄看到的

是公公起早贪黑的辛苦和做事的细致周到% 不管外

边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葡萄执著于

活下去的信念都没有动摇过! 她不仅要活着而且要

快乐地活着% 革命叙事所构建的是活着的意义和价

值!而民间话语看重的是活着本身%革命叙事的话语

系统和历史逻辑在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段是有充分的

合法性和自足性的! 文学对这个历史时段的叙事基

本也延续着革命叙事的话语逻辑! 以文学的方式证

明历史的合法性! 但王葡萄的民间生存伦理在某种

程度上拆解了这种革命的话语结构! 还原了民间话

语自身的合法性和自足性%
当人们都在用历史理性规约下的思维描述和建

构自己的生活时!王葡萄以她最本真(最自然的民间

伦理和民间话语来理解自己的生活% 正如戴锦华所

说的!正是女性#揭示着重大事件的线性系列下的无

历史!披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

词和自我欺瞒%它具有反神话的(颠覆已有意识形态

大厦的潜能% $’%(以王葡萄的视野来回溯历史!来观

照革命叙事! 革命和历史都不过是一场闹剧!!" 岁

的葡萄从门缝里看到的革命就是&门缝外满是人腿!
全打着布绑腿!也有穿马靴的%她所看到的革命是来

了又去的不同的军人! 而她最为朴素的生存策略则

是&反正人家打!咱就躲%打谁也打不长!隔一阵就换

个谁打打!打打再换换!说不定就换得不一样了% 王

葡萄的生命史和生存观正是在民族寓言的边缘(在

革命叙事的缝隙( 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底层显示

着民间乡村伦理和民间生存的巨大力量! 并不断解

构和颠覆着主流的历史叙述% 严歌苓正是通过对被

革命叙事和主流话语遮蔽下的民间生存方式的挖

掘! 对一种质朴( 简单的生存伦理和生活方式的书

写!质疑了已有的历史理性和革命叙述!并反省革命

叙事在对民间的无选择的规约过程中对民间生活的

伤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乡村普通的(甚至在

史屯人看来有点缺心眼的小女子王葡萄的生命史中

得以彰显! 历史理性和革命话语在处于历史和革命

边缘的小女子身上显示出它的虚弱%
三!女性叙事与性别修辞

)第九个寡妇*是一部历史的传奇!但从根本上

说是一个女人的传奇! 是一个乡野的平凡的女人的

不平凡的经历% 女性叙事的笔致穿透了传奇的表层

从而透出别样的诗意% 严歌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

性主义者! 她并没有特别对葡萄的个体生命经验予

以观照而是走向了女性的外部经验%但是!正是通过

对女性的外部经验的书写! 使严歌苓的写作从宏大

的叙事视野上去透视历史中的女性和女性经验里的

历史% 女性作为漫长的历史的亲历者!从表层看!她

们是被历史叙述所悬置的!然而在小说的深层!正是

这样的一个普通女子完成着对历史断裂的缝合和对

历史苦难最终的拯救!所以!)第九个寡妇*不仅从民

间和女性的视野叙述历史! 而且小说的性别修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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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作家的潜在的女性意识!
革命叙事要求女人和男人一样的家国同构和家

国认同!在现代以来的主流叙述中"女性往往因为主

动对历史进程的参与而成为失去个体性别的人"但

也正是这种叙述把女人想象为历史中的主动力量!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却通过王葡萄的形象在

某种程度上解构了这种叙述" 并提供了远离主流文

学的另一个场域"它是乡村的%民间的%被主流历史

所边缘化的" 而这种边缘化的声音不仅对主流叙述

予以补充"还在某种程度上解构着主流叙述!王葡萄

在她的民间史里是一个主动的个体" 虽然这种主动

性是被革命叙述定义为落后和不觉悟的" 她以自己

天然的% 朴素的生活态度进入最根底的乡村生活并

游刃有余!是谁给了王葡萄这样的力量&这里是有多

层意蕴的" 首先是民间生活的巨大包容性提供了这

样的远离主流的生存空间" 民间伦理和民族国家建

构的历史理性之间的缝隙承载了乡土生存的别样空

间’而最为重要的则是"王葡萄这个(地母)一样有着

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的原型" 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

换" 其所具有的属于女性的温情和完全发自天然的

母性对残酷的历史具有弥合能力* 历史理性的前行

是一个埋葬与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诞生的过程"但

女性以她发自内心的宽容和悲悯之心跨越了历史的

重重雾障" 最后似乎只有女性完整地穿越了历史的

惨烈"并成为破碎的历史的最后拯救者*因此"在+第

九个寡妇$中"现实场景中的女性主体置换了历史语

境中的男性话语"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

正因为其长时间以来的被压抑" 才更显示出它原始

的力量和解构的纬度*
王葡萄不仅是穿越了历史的种种变迁而毫发无

损的女人"而且是一个(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男性话

语和女性话语的交织繁衍"使女性话语不断增值*孙

怀清作为乡村男性话语的权威" 对幼年的王葡萄完

成了最初的启蒙*葡萄在 ! 岁时洗衣服"孙怀清问她

洗没洗得出东西"告诉她是别人在考她的德行"自此

葡萄似乎完全通晓了她在孙家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

么*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孙怀清始终扮演了一个生

活的全能者"给葡萄以生活上的指导*但孙怀清在大

历史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他的命运被大历史所

规定" 而王葡萄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扮演了他

的拯救者" 一个平凡的女人以她的方式支持着活下

去的信念* 孙怀清在小说中是一个(父)的符号和能

指" 但当这个曾经的话语持有者被迫陷于失语状态

时"作为(子)的女性话语和生存策略显示出其面对

历史的强大颠覆力* 王葡萄一生里所经历的不同的

男人"在她的自然的人性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琴师

朱梅虽然身体残弱"但葡萄对他依然痴心*她虽然爱

孙少勇"并怀了她的孩子"但她不能原谅少勇把亲生

父亲送上断头台* 她根本就不在乎老朴的反革命身

份而对他照顾体贴"甚至对冬喜和春喜兄弟"她也有

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和悲悯* 王葡萄不是一个被男

人蹂躏的女子" 她用母亲一样的情怀滋润着她爱的

男人"并从中得到快乐"这种快乐包括心灵和身体的

快乐* 葡萄从男人身上不仅享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快

乐"而且几乎所有的男人不管怀有怎样的目的而来"
都熔化在葡萄的温情中" 她有着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魅力*女人成为所有男人的救赎之舟*虽然男性话语

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段的主流话语" 但当这些主流话

语渐次被历史的狂涛淹没时" 是女性自然地游走在

历史的漩涡中"并最终渡向了彼岸* (承造了救赎的

女人始终在历史之外, 如果说此间的男性形象更多

是文明的造物"那么个中的女人便更像是-自然.的

女儿* 通过拒绝社会和历史"她们丰饶而富足"她们

给男人一个家"一处遮风避雨的天际,而留在历史之

中" 便如同一页贫瘠的空白之页" 任历史粗暴地涂

抹* )"#$在+第九个寡妇$中"正是在漫长的历史里被

男权话语所压抑处于无声状态的女人" 以沉默的力

量突破了历史的坚硬外壳*
寡妇在文学叙事中一直承担的是一个苦难的角

色" 她成为控诉整个封建社会和男权话语对女性予

以压迫和伤害的形象" 现代以来的文学也经常是通

过对寡妇的书写而达到现代性话语的种种诉求* 但

严歌苓笔下的王葡萄是一个快乐的寡妇" 这几乎是

文学史上从没有过的形象* 她身上所体现出的民间

的快乐精神"不仅是处于历史边缘的乡野的"也是属

于历史边缘的女性的*同时"王葡萄在其他人的视野

里是个有点傻乎乎的%缺心眼的形象* 严歌苓说过/
(我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

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 比如小渔"她不在乎自己

会不会吃亏"不跟寻常人一般见识* +一个女人的史

诗$中的小菲"她比较例外"她很执著"但她和+第九

个寡妇$中葡萄在这一点上很相似"爱一个人就是死

心塌地地爱他* 在别人看来"葡萄有点不知时局%执

迷不悟的感觉)* %&$但正是这样一个（下转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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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双不知道害怕的% 纯真懵懂的

眼睛注视着世界的女子&直面生活中的变与不变&不

规避%不逃遁&辗转于历史%权力和男性的话语迷宫

里&表现出一份从容&拒绝权威历史的阐释和男权话

语的命名’她真切%饱满%袒露&她是使男性获救的女

性&她以女性的生命经验&以女性的身体反抗着历史

的宿命( !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

样把礁石包含起来( 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

明女性是弱者( "!0"

总之&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讲了一段变换的

历史&讲了一段传奇&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历史在

风云变换中透出不同的面向& 传奇在主流话语和民

间生存间恣意丛生& 而一个普通的乡村女子在历史

和民间自由地游走(历史理性+革命叙事%民间话语%
性别修辞绞合在一起意趣横生( 严歌苓面对男人讲

述的历史&面对女人用生命体验的历史&发出了别样

的声音& 这样的一种声音不管是对历史反思还是对

性别叙事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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