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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成员们以群体身份展现了女性在革命中的自觉能动

性。1956－1976 年，这一女革命者群体形象在以“红色娘子军”命名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被反复塑造与摹写，并根据不同时期

的现实需要和社会氛围形成了相应的叙事规范，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想象提供了话语资源。在“红色娘子军”的形象被改编

和艺术重构的过程中，创作者们诠释了革命对女性成长乃至无产阶级解放的意义，还将革命历史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使之具

有了不同的叙事侧重和表达方式。虽然其中难免存在性别与阶级两个叙述角度之间的渗透和转换，但二者皆有助于激活受众

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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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land reform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 The second battalion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of Peasants and Workers had

a Women's Red Army Detachment on Intelligence． The members of this detachment demonstrated women's autonomous agency as a col-

lective in their parti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 From 1956 to 1976，these women's images were recre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class as imaginary symbols of the revolution through various arts productions titled the“Women's Red

Army Detachment”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tate's intention to engage public opinion in support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arts

producers utilized these images as resources for the discourse on socialist revolution，and thus adopted different narrative focuses and ex-

pressions in adaptation to real political needs at the time． In each recreation，the producers made efforts to correspond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with the specific context at the time and illustr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revolution for not only women's growth but also the libera-

tion of the proletari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class in these arts productions，although it exhibited inevitable competition be-

twee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gender discourse，allowed both gender and class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activating a revolutionary imagi-

nation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se female revolu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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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5 月，琼崖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以女

性为主体的战斗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

女子军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这个女革命者群

体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且远离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中

心，但它还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对特定区域女性

群体的意义和价值。正是由于“红色娘子军”及其

背后的历史具有上述特征，她们的形象又被以“红色

娘子军”命名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塑造和改编，并被赋

予了浓厚的政治寓意。因此，部分中国妇女研究的

通史著作早已对“红色娘子军”的研究价值进行了

初步提炼，如顾秀莲主编的《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

史》( 上卷) ［1］(PP344－346)。在其他相关论著中，学者们或

聚焦这个女革命者群体的历史贡献，或解析同名报

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或京剧在人物形象创作中的

特色，鲜少从历史真实和文化想象之间的张力中探

寻红色娘子军中女革命者形象的叙事规范生成、更

新过程及意义①。
为了给相关研究打开新的思路，笔者希望从“革

命的想象”这一角度切入，对“红色娘子军”从历史

本相到报告文学、电影、舞剧、京剧直至革命样板戏

的演变进行详细梳理，着重分析其中女革命者形象

的叙事规范生成、更新过程及意义: “红色娘子军”
的形象究竟承载着何种超越时空局限的革命想象?

不同时期的创作者们在塑造这个女革命者群像时如

何诠释对革命的想象? 受众对革命的想象如何被

“红色娘子军”的形象激活? 本文研究的时间断限

是 1956－1976 年。这个时间段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探索期，也是“红色娘子军”的形象叙事规范生

成、更新相对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更

是被学者们这样形容和描述: 从国家、社会到个人，

“其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等无

一不凸显一项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改造工程而存

在……而这样的历史使命和初衷却又是以彻底推翻

一个旧社会和改造出一个新世界以及为人民谋利益

为前提”［2］。为了给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

供积极的舆论引导，文艺创作者们通过无产阶级革

命中涌现的人物 ( 群体) 个案肯定了革命创造历史

的作用，创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想象。被不

同创作者们建构的“红色娘子军”形象也因为具有

区域和人群代表性，从而在社会氛围和文化实践形

态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相应的叙事规范，为社会主

义中国的革命想象提供了话语资源。在“红色娘子

军”的形象被改编和艺术重构的过程中，创作者们既

诠释了革命对女性成长乃至无产阶级解放的意义，

又将革命历史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使之具有了不

同的叙事侧重和表达方式。其中虽难免存在性别与

阶级两个叙述角度之间的渗透和转换，但二者皆激

活了受众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想象。
一、历史本相的探寻

1956 年，军旅作家刘文韶②从反映琼崖革命的

历史资料中找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在中国工农红军

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一百二十

人。”［3］这里提到的“女兵连”便是日后他创作的报告

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历史原型———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众所周知，这个女革命

者群体不仅位于远离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心的海南

岛，而且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那么她们为什么具有

超越时空局限的言说价值呢? 为了对上述问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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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他关于“红色娘子军”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 孔庆东:《红色娘子军———中国戏剧发展纵论》，北京: 中华书局，2014 年;

陈超:《〈红色娘子军〉的改编与叙事变迁———兼论女性形象的嬗变》，《文艺争鸣》2010 年第 6 期; 王再兴:《红色娘子军:

妇女解放的文学讲述与历史记忆》，《东南学术》2012 年第 5 期; 罗长青:《红色娘子军创作素材之历史考证》，《南方文

坛》2010 年第 4 期; 罗长青:《红色娘子军形象塑造中的女性叙述》，《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5 期;

罗长青:《红色娘子军文艺叙述史》，《新文学史料》2010 年第 4 期; 张硕果:《历史与表征: 以影片〈红色娘子军〉为中心》，

《新闻大学》2014 年第 4 期; 苏力:《昔日“琼花”今日“秋菊”———关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产权争议的一个法理分

析》，《学术月刊》2018 年第 7 期; 中共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色娘子军史》( 内部资料) ，2002 年; 李英敏:《我们应

当怎样看待〈红色娘子军〉》，《南方文坛》1994 年第 5 期; 王齐冰:《试论琼崖妇女革命悲情的历史文化成因》，《海南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3 期; 赵康太主编:《琼崖革命论》，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1999 年; 李德芳: 《琼崖革命

史》，海口: 南方出版社，2008 年; 李德芳:《琼崖革命精神论》，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刘文韶系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曾参加 1950 年海南岛渡海作战，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长达 10 年。



初步认识，笔者拟按照以下线索整理和归纳不同文

本记载的共性因素，探寻这个女革命者群体的历史

本相: 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要将这些身处南疆边陲

的女性召唤和动员起来? 在被革命召唤和动员起来

后，她们又是如何借助“革命者”的身份展现女性的

自觉能动性? 为什么在革命的低潮期，她们会退出

革命武装斗争?

众所周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处南疆边陲的

琼崖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覆盖的区域包

括崖县、陵水、万宁、乐会、琼东、琼山、定安、文昌等

11 个县。不过，随着近代以来海外移民潮流的出

现，青壮年男性的流失成为普遍现象，女性在经济生

产中的作用得以凸显。据时人调查:“如文昌、琼山、
定安、琼东、乐会、万宁等县的农民，竟迫得向暹罗、
安南、南洋群岛等处去谋生……留下的小小耕地，就

由他们的妻室、幼稚的小孩子和殆属废疾的父母、祖
父母去耕种”;“女性参加田间工作的……乐会十六

村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四村”，另外在琼东等地直接

参加农业生产的女性在人数上亦不少于男性［4］(P78)。
虽然女性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日显，但她们仍在

现有的性别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又使其身为

“受压迫者”的形象被时人所承认: “妇女在族中地

位甚低，几不能成为宗族之成员，而男成员在宗族中

享受之权利，妇女几不可得”［5］。
鉴于以上情况，琼崖特委认真贯彻中共六大《妇

女运动决议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的精神:“在乡

村经济中，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

动，在家庭习惯和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

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

面来的条件”［6］(PP16－17);“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

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

然会使农村革命减少力量”［7］(P212)。在根据地创建之

初，根据地政府就在田产分配上实行了“无论男女大

小皆得田耕”的举措［8］(P297)。琼崖妇委还专门为女性

创办了夜校，数量最多的便是琼东、乐会两县，目的

在于 使 之 成 为 根 据 地 巩 固 和 发 展 的 重 要 人 力

资源［9］(P53)。

对于部分在思想和行为上倾向革命的女性而

言，上述举措不仅帮助其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再发现，

并且为之提供了在婚姻、家庭、血缘之外的其他可

能，由此成为其选择“革命者”身份的动因: “我小时

候有点小聪明，虽然没有进学校读书，但在大革命时

期家乡闹了农运，办了夜校，我居然学识了很多字，那

时候教的孙中山的遗嘱我是背得滚熟的，后来，我经

常参加农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

理，正式成为琼崖妇委的农会干部。”［10］(P66) 到 1929 年

前后:“从琼崖特委到各苏区的县委、区委都有妇女委

员会……各苏区农民妇女都已经组织起来，参加革命

的有六七万人，被武装起来的有四五千人。”［11］(P132)

鉴于女性在革命中展现了日益高涨的积极性，

琼崖特委与红军依据根据地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为

这些选择“革命者”身份的女性建立了一支独立的

战斗部队。1931 年 3 月 26 日，琼崖特委在全琼工农

兵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一支地方性的女性革

命武装———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连长为庞琼花③、

指导员为王玉文。赤色女子军连成立后，曾“配合红

三团打了几场胜仗。要求加入的女青年越来越多，琼

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征召女子军的布告

张贴后，踊跃报名的女青年多达 700 多人”［1］(PP344－345)。

为了辨识报名人员的身份及政治表现，琼崖特委公

布了以下七项遴选标准:“( 1 ) 15－25 岁; ( 2 ) 身体健

康; ( 3) 贫农中农成分; ( 4) 本人自愿; ( 5) 家庭同意;

( 6) 有 革 命 的 思 想 觉 悟; ( 7 ) 在 斗 争 中 有 好 的 表

现”［3］。最终有 120 名青年女性通过遴选，成为女子

军特务连的首批成员。1931 年 5 月 1 日，女子军特

务连正式成立，下辖 3 个排，划归第二独立师红三团

建制( 后归红一团管辖) ，连长为庞琼花 ( 后为冯增

敏④) ，指导员为王时香⑤［1］(P345)。

虽然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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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庞琼花( 1911－1942) ，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人。1927 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28 年加入共青团，后在县团委工作。1931 年

3 月任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连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二师女子军特务连连长。
冯增敏( 1912－1970) ，琼崖革命时期女子特务连第二任连长，琼海市阳江镇美党村人( 原白水磉村) 。
王时香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第一任指导员，后改任女子军第一连指导员。



成立伊始，琼崖革命根据地妇女委员会的定位尚未

明确: “妇委的组织: 1． 是党的一部分组织 ( 团暂时

没有妇委的组织，但党妇委中设团代表一人) ; 2． 是

没有系统的组织; 3． 干事会的组织”［12］(P53) ; 但这个女

革命者群体却被赋予了独立安排战斗生活的权利，

并形成了以革命组织为依托的集体关系: 全连编制

3 个排，每排编制 3 个班，每个班至少 10 名战士。除

庶务、挑夫、号兵等辅助人员为男性外，其余皆为女

性［12］(P53)。通过统一服装和相应文字标记，琼崖特委

和红军还帮助其成员创建了对革命集体和革命者身

份的认同:“连长和指导员穿蓝色粗布制的大襟衣、
长裤、扎腰带，佩短枪; 排长以下的女兵穿蓝色粗布

制的大襟衣，短裤，系子弹带，携长枪。全体战士剪

短发，头戴八角帽，挎椰壳水壶，背写着‘女子军’的

竹笠，佩戴白布缝制的‘女子军’臂章。”［1］(P345)

正是由于琼崖特委和红军将女子军特务连视为

能够开展独立政治实践的整体，并使之建立了对革

命集体和革命者身份的认同，女子军特务连成员们

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部队作战。在女子军特务连

组建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们配合红军主力转战乐会、
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鏖战 50 多场。1931 年

6 月，在沙帽岭伏击战中，女子军特务连的成员们活

捉乐会和万宁地区的“剿共”总指挥陈贵苑，歼敌百

余人。在攻打文市炮楼的战役中，她们用火烧的办

法，活捉民团中队长冯朝天。在文魁岭保卫战中，女

子军特务连打退了敌人的围攻，显示了较强的战斗

力。在战斗的间隙，部分成员还积极劳动，上街做宣

传，帮助农民没收恶霸地主财产［1］(P345)。
虽然女子军特务连在参与革命武装斗争时只是

起到了配合和辅助的作用，但这仍令琼崖特委和红

军的负责人意识到: 无产阶级革命在生产建设和作

战等方面都离不开这群以集体力量涉足革命武装斗

争的女性:“娘子军活动苏区，和群众结合很好，经常

参加农民生产、帮农民干各种农活，很得农民群众拥

护。有一次，娘子军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后，以

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娘子军还占了第一位。”［13］(P421)

1932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为报名参军

的女性建立了女子军第二连，共 70 人，下辖 2 个排。
女子军第二连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乐会县苏维埃政权

机关的警卫工作［1］(P345)。
不过，以集体身份参与革命武装斗争的方式固

然为这些成为“革命者”的女性创造了主动作为的

机遇，但是当革命武装处于撤退和转移的时刻，女子

军特务连还是成为敌人袭击的主要目标，损失惨重。
1932 年 8 月，陈济棠⑥派陈汉光⑦率警卫旅和一个

空军中队“围剿”红军和根据地。隶属于红一团的

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承担了掩护红军主力撤退的

任务。在撤出阵地后，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由于连

续遭遇强敌进攻，伤亡严重: “娘子军被包围在牛庵

山，同敌人周旋和激战两天，结果无法突围，被歼灭

过半，逃 跑 一 些、被 俘 一 些，指 导 员 牺 牲，连 长 被

俘。”［13］(P421) 为了降低革命武装力量的损失和消耗，

当 1933 年春琼崖根据地反“围剿”失败时，琼崖特委

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化整为零，疏散到

各地进行秘密活动; 同时撤销了所有独立建制的女

性战斗 部 队。至 此，女 子 军 第 一 连、第 二 连 相 继

解散［1］(P345)。
二、文学形象的构建

虽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退

出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但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实现了颠覆性的社会变革后，她们的形象却被

创作者们带入了文艺叙事空间。这一女革命者群像

之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获致超越时空局限的

言说价值，主要在于女革命者身份、革命区域和革命

经验的特殊性承载了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想

象。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作者刘文韶在阐述

创作缘起时曾提道: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

里，有一支妇女组成的战斗连队”［14］; 其成员本为二

十五岁以下的普通女性，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指挥下，“她们就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英勇地和

敌人战斗。虽然这支红色娘子军仅存在一年多，但

她们那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却永远是我国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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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系粤系军阀代表，长期主政广东。
陈汉光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少将旅长，后兼任琼崖绥靖委员。



光荣和骄傲，永远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14］;

“当时我考虑海南岛是老革命根据地……在其悠久

的历史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过去由于受

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很好宣传”［3］; 实际上“在中

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女指挥员女英雄是很多的，可

是作为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过去还很少听

说过”，应当通过文学形象对这个女革命者群体加以

宣传［3］。
学者们公认，当无产阶级革命改变了历史发展

的进程和轨迹后，国家和社会等诸多领域不仅继续

作为改造和变革的对象而存在，个人生命及其价值

的实现也被赋予了国家期望和社会使命⑧。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创作者们在创建无产阶级革

命的文化想象时，就通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群

体) 个案，展现了革命创造历史的作用。一些学者发

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作品中之所以存在

大量各具特色的革命者形象，正是为了创建积极的

社会舆论，令读者在承认上述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对

自我的激励［15］。女子军特务连的形象之所以能成为

联结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想象符号，是因为其在海

南岛这一特定区域展现了革命造就女性的作用。实

际上，刘文韶对创作动因的叙述透露出以下信息: 其

一，无产阶级革命对女性的造就是女子军特务连发

展、壮大并成为“我国妇女的骄傲”“我军历史上光

辉的一页”的原因。这也印证了部分学者的观察，在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妇女不仅是这一宏大社会革

命的生力军，而且是这一革命的特性、意义以及成功

程度的重要表征。”［16］其二，特殊的地域是女子军特

务连形象呈现出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正像陈超总结

的那样:“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大多的

革命故事都发生在冰天雪地的中国北方，而中国的

南方( 尤其是海南岛) 却成为了创作者们集体遗忘

的角落。”［17］在海南岛这样一个远离中国革命武装

斗争中心的区域成立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

性战斗部队，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差性的事实，由此

这个女革命者群体的形象被赋予传奇色彩，能够给

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这一女革命者群体的形象成为不同作者

阐发革命想象的载体，还在于她们的革命经验蕴含

着与现实需要相契合的政治寓意。报告文学《红色

娘子军》构思的时间是 1956－1957 年［3］，恰逢社会主

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并初步展现出优势的时期。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党和国家对女性解放的理解

显然是社会主义需要大批劳动力前提下的生产者解

放，“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地参加劳动生

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生活和提高妇女地

位”［18］(P70) ，并力图使之在具有集体性质和互助合作

色彩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中加以实现。正如一些学者

所言，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尚处于摸索的时期，国家

不太可能采用物质利益刺激方式推动女性参与带有

集体性质的社会生产。于是，挖掘中国革命和建设

中无产阶级女性形象的政治寓意，使之与社会主义

建设对女性的上述期待相联系，可以为党和国家通

过思想动员组织女性提供相应的话语资源［19］。虽然

女子军特务连组建的初衷是满足琼崖根据地的特殊

需求，但其成员以集体身份涉足革命武装斗争，并在

革命中展现了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中国

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成建制的完整女兵战斗连队并

不多见，因此她们的形象及其附带的话语资源能在

国家对女性思想动员中呈现潜在价值［3］。

为了准确揭示这一女革命者群体形象的政治寓

意，并将对社会现实的观照注入女子军特务连所承

载的革命想象中，刘文韶在初步了解“当年琼崖革命

斗争的形势、斗争的基本状况、琼崖党和红军的斗争

战略策略，以及女兵成立的意义和作用”的基础上确

立了以下写作思路: 为什么融入革命集体这一方式

能够帮助女性养成团结协作的精神，展现女性在革

命斗争中的战斗力［3］? 这既是将革命改变和造就女

性的作用以具体的形式加以展现，又希望达成如贺

萧( Gail Hershatter) 所说的“美德、革命与政治效果”

的有机结合［20］(P50)。不过，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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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的成员们

并未以集体的名义成就烈士的英名，她们之中的部

分成员还曾经有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经历⑨，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女革命者群体的形象

始终带有一定的负面性。《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

陈汉光警卫旅琼崖剿匪记》中提道:“旅长( 陈汉光)

均许改过自新，带赴各区开会，说明女子从匪之痛苦

和绝望。听者信之，此种宣传，收效甚巨”［21］(P31) ; 此

后更有“向本旅投诚之女匪黄墩英、王时香”［21］(P31) 等

负面叙述。由此导致人们无法核实她们的事迹，评

价也难称公正:“据说连长被俘后，被敌欺骗，讲些不

利于革命的话，后被释放。”［13］(P421)

面对这些争议，刘文韶选择以历史亲历者对革

命经验的叙述来塑造这一女革命者群像。刘文韶辗

转广东、海南等地采访历史见证者，主要包含三类

人: 其一，琼崖革命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如冯白驹; 其

二，琼崖地区的妇女运动领袖，如何佩玲、苏觉醒瑏瑠;

其三，昔日女子军特务连的成员，如冯增敏、王时香、
蔡亲民、冯锦英［3］。通过对冯白驹、苏觉醒等人的采

访，刘文韶了解了女子军特务连诞生的社会历史根

源。在与女子军特务连成员们的对话过程中，作者

发现，这些昔日的女革命者在讲述过往革命经历时

流露了振奋和愉悦的情绪。她们“非常兴奋地讲述

了女兵连怎样成立、怎样学习、怎样工作、怎样生

活”［3］，并表达了在公共舆论空间中重塑群体形象的

迫切需求。正是由于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她们成为了

这一历史进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故刘文韶认为她

们的革命经验应当通过第一人称在作品中呈现:“这

篇东西怎么写? 我想，基本的要求是要真实……可

以用第一人称，也可以用第三人称。我考虑为了写

得真实、亲切、朴实、生动，还是用第一人称好。”［3］

鉴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

连连长的冯增敏“亲历了女兵连从成立到解散的整

个过程”［3］，刘文韶选择她为第一人称串联起整个情

节:“我的家乡乐会县是老苏区，这里有‘乐四区’老

根据地、有培养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琼崖列宁

高级 学 校……那 年 我 虚 岁 十 七 了 已 经 参 加 了

‘CY’瑏瑡，先在少先队当大队长，后调团县委当妇女

干事。那时我们妇女和男子一样拿起尖刀、长矛、铁
耙、斧头配合红军第三团‘蒸团猪’、打炮楼，闹得可

凶哩”;“我们穿上崭新的军装，领到了盼望已久的

枪……十五岁的卢业兰把耳环也摘下扔了，说: ‘丢

掉这个封建，我现在是红军战士了!’”［14］在这位女

革命者印象里，革命带给她和同伴们最大的转变莫

过于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投身

革命集体成为红军战士一员的过程之中。她在阐述

自身和他人的革命经验时既采用了像“丢掉这个封

建”这样的女性解放语言，也展现了女性融入革命集

体后的感受和理解。

虽然冯增敏叙述革命经验时生动而清晰，但由

于年代的阻隔和语言交流的障碍，刘文韶很难从中

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当讲到娘子军的英勇战斗

时，她手舞足蹈，慷慨激昂; 讲到女兵连姐妹壮烈牺

牲时，她沉痛地流下了热泪。我深深地被女兵连的

英雄事迹所感动所鼓舞。由于语言不通和事隔年代

太久，采访相当困难，因为要弄清当时的情况，特别

是重要的情节、细节、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人名、地
名、物名，都相当吃力。”［3］为了用符合时代精神的叙

事逻辑筛选、拼接这些碎片化的经验叙述，体现这个

女革命者群像的现实对应性，文中形成了“动员—集

结—认同”为中心的线性叙事结构。全文分为 7 个

部分: 1． 走进红军的行列; 2． 初战的声威; 3． 火烧团

猪窝; 4． 一支活跃的宣传队; 5． 保卫特委! 保卫苏维

埃! 6． 森林长征七日夜; 7． 永不熄灭的火花［14］。通

过对事实细节的刻画和对心理活动的摹写，刘文韶

着重呈现了革命武装斗争中的集体关系为女革命者

们带来的变化:“我们向着红旗庄严宣誓: 坚决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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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解散后，被捕的特务连骨干成员和琼崖地方党组织的女干部有: 原女

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女子军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时香，女子军第二连连长黄墩英、指导员庞学莲、第二排排

长王振梅，乐会县少锋队模范队队长林尤新，琼崖苏维埃政府委员蒙汉强、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委员王学葵等。
何佩玲，时任广东省海南区妇联主任; 苏觉醒原名莫若兰，时任海口市妇联主任。
根据刘文韶的注解，“CY”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号。



命令，遵守军纪，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高举着

红旗，迈着矫健的步伐，和红军第三团的同志一起接

受师首长的检阅。娘子军连的旗帜飘扬着，我们走

在浩浩荡荡的红军行列里!”［14］

借助开展宣传工作、撰写宣传标语这样的案例，

刘文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革命武装斗争中的集

体关系改变女革命者们的地方在于，使之在有组织

的战斗和生活经验中养成了团结协作的精神，这样

她们才能为革命集体做出贡献，并获得革命组织的

表彰:“我们全连吹着军号、喊着口号，到白区各村庄

写标语，作街头表演、访问，还组织群众到炮楼去示

威……写标语对我们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我们全

连只有三个人会写，大家便把她们当老师，按照她们

写的样子照葫芦画瓢，一个人专学一条……我们的

宣传也像一九三一年的春天一样到处开放着鲜花，

我们常常受到团部的表扬。连师部也表扬我们是一

支活跃的宣传队哩!”［14］即便是现实中的革命遭遇

了挫折和坎坷，刘文韶还是褒扬了女革命者们在捍

卫集体利益和革命理想时的自我牺牲精神:“马鞍岭

上寂静得很，我们看见了十个亲爱的战友，十个革命

的英雄女儿，安静地躺在被炮火犁过的土地上，周围

是被摔断和被砸碎了的枪。好几个人手里还紧握着

枪把和拳头。”［14］这一描写虽然回避了女子军特务连

最终解散的事实，但却在一个特定想象情境下彰显了

一种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英雄气质，这正体现了女子

军特务连的政治寓意。
不过，尽管这种带有现实观照和性别色彩的革

命文化想象令这个女革命者群像有了明确的政治寓

意，然而由于地域的局限性，多数时候其形象及背后

的政治寓意仍然只是地方革命经验的汇集。比如应

如何为这个女革命者群体命名，就曾使刘文韶困惑:

“征文写作最难的一个问题是女兵连的名称与大标

题怎么定，战史小册子上写的是女兵连，冯白驹说是

女子军特务连”。鉴于这种情况，刘文韶力图提炼地

方经验的普遍价值:“我想应该从更大的主题和背景

来考虑，把这个女兵连作为解放军的一个代表，作为

中国妇女的一个代表来定位。”［3］ 在刘文韶的视域

中，琼崖女性革命斗争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妇

女运动的历史的关系是这样的: 前者是后者的缩影，

后者是前者的扩展。于是，他在为报告文学拟定题

目时弃用了“女兵连”与“女子军特务连”等称谓，而

是将这个女革命者群体重新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理由是:“标题应该显示中国妇女的觉醒，应该显示

中国工农红军中女兵的威力，应该显示这个女兵战

斗连队的革命性质和革命精神……在我们中华民族

的历史上曾经把女兵称之为娘子军。海南的这支女

兵连队正是中国工农红军里参加革命战争的娘子

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娘子军，红色是

用来表示革命的。”［3］

1957 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创作完成，并

刊载于当年 8 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同期刊登的

还有陈毅的《人民军队如何教育了我》等文章。经

由大众传媒的信息复制和情感渲染，“红色娘子军”
的形象叙事在部分同样参与革命武装斗争的女性中

产生了反响。她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基于相同或相似

的革命经验肯定了这个女革命者群体的政治寓意。
1958 年，李贞发表了关于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

读后感:“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她们翻身了。可是姑

娘们并没有只想到自己过幸福生活，她们在党的教

育下，知道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姐

妹、兄弟，在受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的奴役和压迫……她们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

自己的生命，响应党的号召，为彻底消灭三大敌人，

解放全中国，而勇敢地走进革命部队的行列。”［22］(P50)

在她看来，女子军特务连为了集体利益牺牲和奉献

的精神，使其形象和事迹具有了教育意义: “姐妹中

有人牺牲了，她们没有一个人气馁。子弹打完了，她

们就用石块砸向敌人。娘子军连二班为了掩护全连

姐妹们撤退……全部壮烈牺牲”，这有利于激励和鞭

策广大女性“为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

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22］(P50)。

这无疑从现实的层面揭示出用集体主义精神感

召、动员女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由此也同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独特的政治思想内容发生了微

妙关联。彼时，中国历史的坐标正在进入“大跃进”
时期。为了配合这场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经济生产

运动，女性不但要继续参与社会服务事业和工农业

生产，而且要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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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树立友爱、互助、协作的精神［23］(P351，P373)。这个女

革命者群像既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展现了革命对女性

的改变和造就，又说明了集体关系的建构与团结协

作精神的培养怎样使女性在革命中成为积极的行动

者。随着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出版，其典范和

榜样效应也有所突出。
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出版后，女子军特务连

曾被周恩来誉为榜样。在全国民兵大会上，曾任女

子军特务连第二任连长的冯增敏还获得过毛泽东亲

自赠予的一支自动步枪［10］(P82)。党和国家领导人之

所以对这个女革命者群体备加推崇，显然是由于这

种对女革命者群体的形象叙事策略与他们对女性解

放的理解存在某些契合之处，即以因革命而形成的

崭新制度环境作为保障，号召女性参与社会化劳动

并实现自我价值: “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

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24］(PP518－519)。毕

竟，自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兴起后，毛泽东对妇女的

认识是:“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

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奋斗”瑏瑢。
三、艺术形象的生成

1959－1961 年，反映这个女革命者群体斗争经

历的琼剧、电影相继问世。琼剧《红色娘子军》由吴

之、朱逸辉等人集体创作，最早在 1959 年 5 月的《海

南日报》上连载，后在海南多地上演。电影《红色娘

子军》根据梁信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
创编，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谢晋导演，祝希

娟、王心刚、陈强等人主演，1961 年 7 月 1 日公映。
虽然琼剧、电影《红色娘子军》在为这个女革命

者群体造像时继续展现了革命造就女性的作用，但

与报告文学不同的是，二者皆将叙事主线放在了女

性个体的成长经历上，并由此生成了一种崭新的叙

事规范。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为了将“中国革命

( 建设) 无比丰富的经验”通过一个人物的经历、态

度及思想感情展现出来［25］(P53) ，新中国戏剧影视作品

在人物塑造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规律，开始围绕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目标展开。至于“社会主

义新人”究竟应具备怎样的精神品格，周恩来的定义

是: 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

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代表着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

点的［26］。按照这个定义标准，陈荒煤等人又对“社

会主义新人”的范围做出了限定，即“革命斗争与社

会主义建设中新的英雄人物”［25］(P53)。
虽然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下，女子军特务连呈

现出与上述定义相符的群体特征，然而她们的个人

业绩却也非常突出。即便像冯增敏这样的代表人物

在阐述革命经验时，也多以“我们”而非“我”开头:

“在挖地道的同时，我们就设法消耗敌人的子弹……
敌人发觉被包围后就不时地乱打枪，我们就猛吹冲

锋号。”［14］鉴于以上情况，涉足“红色娘子军”艺术形

象构建的创作者们根据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新

人”的创作要求，将女子军特务连的革命经验和自身

对女革命者的理解投射到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上。电

影《红色娘子军》的编剧梁信在阐述人物创作心得

时曾提到:“描写群像不能很好的表现英雄，只有通

过一个代表人物，才能写出英雄的群像。”他在塑造

电影女主人公时不仅参照了冯增敏等人的革命经

验，而且通过与不同女革命者的接触有了如下发现:

她们都在革命中丰富了人生经历，主宰了个人命运。
经过揣摩，一个特色鲜明的女革命者形象就被合成

出来了［27］(P230)。
尽管琼剧、电影的创作者在创建叙事规范时意

在解释革命在女性个体成长中的作用，然而由于受

众范围的不同，二者在阐发革命想象时尚存差异。
为了体现琼崖革命的特色及贡献，琼剧《红色娘子

军》将故事背景置于 1932 年陈汉光部“围剿”期间，

讲述了女战士朱红在运送情报、留守根据地期间壮

烈牺牲的故事。由于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受众群

体是全国观众，创作者们虽然保留了人物身上的性

别气质并嫁接了地域元素: 电影《红色娘子军》在为

女主人公命名时参考了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

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琼花”，但其中的真正用意却

是通过女革命者命运的变化印证革命的合法性与必

然性。电影《红色娘子军》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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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引导下成长为革命战士

的故事，即“一个主角，两条线索中三级跳，三级跳就

是: 女奴—女战士—共产主义先锋战士”［27］(P216)。

同时，由于当时文艺创作对无产阶级革命者形

象的要求是在“引起阶级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

化”中展现“新旧事物间尖锐的、复杂的斗争”和“新

的品质、新的道德、新的思想感情”［28］。在中国共产

党的理解中，女性命运的改变总是与阶级斗争相联

系，女性的解放也是以阶级压迫的推翻为前提的:

“妇女解放就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

级得到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29］因

此，以梁信、谢晋为代表的电影创作者同时借鉴了阶

级斗争和妇女解放的话语表达方式，用形象化、可视

化的艺术手段创建了“压迫—解放”二元对立的叙

事结构。
为了强化观众对女性身为受压迫者的印象，他

们抽空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琐碎的生活细节，令一

个被丑化的男性角色“南霸天”成为压迫者的代表。
无论是这一人物身上的道德缺陷，还是其欺压女主

人公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丑态都通过形象设计和演员

表演予以充分呈现。为了说明革命如何帮助女性摆

脱受压迫命运，创作者们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演绎

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对女革命者精神世界的影响。
一个由创作者虚构的男革命者形象发挥了关键作

用。虽然在琼剧《红色娘子军》创作期间，有人曾反

对在剧中设置一名男性指导员的角色［30］(P3) ，但是继

电影《红色娘子军》后，所有文艺作品都设置了“党

代表洪常青”这个虚构的男性角色。他不仅承担着

“指路”和“哺育英雄”的功能，还代表无产阶级政党

认可了女主人公的革命者身份: “从现在开始，你已

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你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

锋战士”［31］。此外，娘子军连行军的场面同样在影

片中被重点表现，主要为了体现女性精神面貌在革

命中的变化。特别是其中插入的女声合唱主题曲，

既用“妇女冤仇深”强调了女主人公及其他女战士

遭受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事实，更通过“战士责任

重”“扛枪为人民”反映了她们解放民众的决心与担

当:“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冤仇深。
古有 花 木 兰，替 父 去 从 军; 今 有 娘 子 军，扛 枪 为

人民。”［31］

上述情节和叙事无疑借助声情并茂的视听语言

诠释了创作者们对“革命如何造就女性”这一问题

的理解。其中，无产阶级革命既是对旧的阶级和时

代精神的颠覆，也让昔日身为受压迫者的女性成为

新的阶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当参与这场革命时，

女性扮演了两个相互衔接的角色: 革命争取的对象和

革命中的积极行动者。女性向革命者转变的过程主

要存在着三种关系: 女性对阶级社会的从属关系; 革

命政党对女性的动员关系; 女性对革命者身份的认同

关系。可见，革命不仅为女性创造了摆脱阶级压迫和

性别压迫的机遇，更使她们的精神面貌与社会理想发

生了转变: 从被解放、解放自我到解放民众。
虽然电影《红色娘子军》对“革命如何造就女

性”的解释与部分文艺评论者对琼崖革命的印象有

出入:“海南人民的斗争和斗争的主要方面，毕竟是

在‘男子军’，娘子军的斗争只是一个小小的角度罢

了……男子们到哪里去了，怎么只剩下妇女的斗

争。”［32］(P430) 然而影片中的女革命者形象毕竟具有可

视化的特点，“红色娘子军”的形象及事迹仍然引发

了强烈反响。据部分学者统计，自 1961 年电影《红

色娘子军》上映后，观影人数达 6 亿人次［33］。1962

年，“《大众电影》杂志创办的，以‘百花奖’命名的读

者影片评奖揭晓了，《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

奖。”［34］在影片放映后，一些观众不但通过观察女主

人公的成长经历主动发现了创作者的意图，更借助

媒体分享了对“红色娘子军”形象政治寓意的理解:

“( 影片《红色娘子军》) 叫我联想起五四时期所曾经

热烈讨论过的一个妇女问题，妇女走出家庭怎么

办……在今日看来，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么，

只要妇女参加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随着无产

阶级革命的成功，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男女平

等问题都解决了。”［35］可见，这位观众不但承认革命

是改变女性命运的前提，更肯定了革命改变两性关

系、促进社会公正的作用。
之后，为了达到 1963 年由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文

艺阶级性、战斗性、民族化、现代化”的要求，正确处理

民族艺术与外来艺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

系［36］(P119)，“红色娘子军”中的女革命者形象相继在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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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舞剧、京剧中复现。1964 年，中央芭蕾舞团创编了芭

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并于 10 月 8 日在北京天桥剧场

上演。是年，由田汉编剧、中国京剧四团表演的京剧

《红色娘子军》在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上首演。尽管芭

蕾舞剧、京剧的创作者们继续沿用了电影《红色娘子

军》中“压迫—解放”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然而二者皆

将女性个人的生存状况视为无产阶级整体命运的缩

影，通过艺术语言的表达解释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路

线如何帮助无产阶级从自发反抗到自觉解放。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者们回顾创作

思路的形成时，他们曾经接受过这样的建议: “不要

孤立地表现琼花和南霸天的个人冤仇，应该从阶级

斗争的观点出发，强调阶级的压迫”; “不要把娘子

军作为一个完全孤立的部队来描写，应该把它与海

南整个斗争形势和琼崖独立师联系起来。”［37］于是，

他们在塑造剧中的女革命者形象时达成了如下共

识: 认为她“是旧社会千千万万受三座大山残酷剥削

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对地主有着强烈

的阶级仇恨和反抗精神”，其成长经历“是一切被压

迫、被剥削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必由之路”［37］。在全

剧开场，女主人公便在深刻的阶级仇恨中初步意识

到了自身属于“无产阶级的一员”，并以逃亡为手段

对阶级敌人进行了自发反抗:“夜，恶霸地主南霸天的

土牢( 幕启) : 大柱子上铁链吊着贫农女儿吴清华，她

不甘心做丫头、做奴隶，几次逃跑被抓回。”［38］(P7) 加入

革命武装斗争后，她更是“经过党的教育，在战火纷

飞的战场上，表现了特殊的勇敢……她带领战士们

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坚守住

了阵 地，子 弹 用 光 了，她 就 抡 起 大 刀 和 匪 兵 搏

斗”［37］(P26) ，这说明无产阶级“一旦找到了救星共产党，

走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就能够把对南霸天的仇

恨，提高到对整个反动阶级的仇恨，讯速地提高了阶

级觉悟……为消灭一切反动阶级而战斗”［37］(P21)。
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思路与芭蕾舞剧具

有相似性。在再现娘子军连的战斗经历时，包括女

主人公在内的剧中正面人物共同沿用了中国共产党

阶级斗争理论的话语表达方式。在明确人物阶级归

属的基础上，创作者们还以充满政治激情的语言表

达和提炼了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无论是女主人公

还是其他革命者一律展现的是对无产阶级身份的整

体自觉:“我们有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有了伟大领袖

毛主席! 有了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革命路线……革

命不但要靠勇敢，还要靠一条正确的路线啊……只

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39］(P31)。
这无疑体现了创作者们对现实政治运动环境与

社会氛围的适应。此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开始呈现出在曲折中前进的特点，其间既有社会主

义改造顺利完成的经验，也有社会主义实践出现反

复的教训。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来，这是“敌我矛

盾的反映”，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
之间斗争的结果。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

还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自 1963 年起，一场“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迅速推广［40］。
在这个阶级斗争氛围日益浓厚的环境下，以“红色娘

子军”命名的芭蕾舞剧、京剧力图用阶级斗争理论统

摄创作过程，剧中渗透着阶级斗争意识的女革命者

形象确证着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路线的权威性，充

当着阶级斗争教育的宣传载体。
虽然部分媒体在评价芭蕾舞剧和京剧《红色娘子

军》时仍以女革命者的成长经历作为切入点:“《红色

娘子军》是描写海南岛一个恶霸地主家的丫环琼花反

抗压迫，逃奔红军，经过党的教育和战斗的锻炼，逐渐

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的故事”［41］，但是人们普

遍认为剧中女主人公的成长史揭示了“无产阶级只

有靠枪杆子才能翻身解放”的道理，有利于“启发和

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鼓舞和激发人民群众的

革命精神，激励人民群众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

底”［42］。改编后的“红色娘子军”形象在政治立意等

方面获得了肯定。1964 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在北京首演，毛泽东在观看后做了如下评价:“方向是

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43］(P36)

1966 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

工作座谈会的纪要》瑏瑣指出，“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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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

作”［44］，芭蕾舞剧、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叙事规范在

“文革”时期成为被普遍推行的标准。1967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

板》的社论，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列为“八个革

命样板戏”之一［45］。此后，京剧《红色娘子军》又被

公布为第二批革命样板戏［43］(P37)。所有被选为革命

样板戏的剧目都具有以下共性: 借助特定的人物、情
节和场景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

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

命的英勇斗争历史”用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了出来。
芭蕾舞剧、京剧《红色娘子军》之所以位列其中，是

因为二者通过表现“‘红色娘子军连’诞生、成长、壮
大的历程，用毛泽东思想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阶

级矛盾及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途径”［43］。

一方面，《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这篇社论提出

组织样板戏团到外省巡回演出，组织各地剧团到北

京学习革命样板戏［45］。当《红色娘子军》被确定为

革命样板戏后，为使剧中的女革命者形象符合阶级

斗争意识的叙事规范，“全国各地的剧团到样板戏团

去学戏，一招一式，包括灯光和服装都照此办理”［17］。

另一方面，据学者统计，“文革”前夕，全国电影放映单

位已经超过 2 万，电影观众人次超过 4 亿［17］，为了向

观众持续输出阶级斗争意识，所有被选为革命样板戏

的剧目都要通过电影形式传播以达到“普及”的目

的［45］。作为第一批、第二批革命样板戏的芭蕾舞剧、

京剧《红色娘子军》正是在上述要求下被拍成电影的，

摄制的时间分别是 1970 年和 1972 年。
如此一来，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形

式更为统一，这种渗透着阶级斗争意识的女革命者

形象对观众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微

妙影响。观众们在观剧时不仅对女主人公“无产阶

级英雄”的身份产生了认同，并通过一种具有时代特

点的阶级语言和剧中人共同构建了作为“无产阶级

一员”的身份想象:“在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中，精心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吴清华的高大形象，并

通过这一形象……激励着广大被压迫人民走毛主席

开辟的武装革命道路，为在全世界彻底埋葬剥削阶

级和剥削制度而英勇战斗。”［46］(P5) 经由演员的肢体动

作以及戏剧的场景设计，观众获得了欣赏的趣味，并

注意到了红色娘子军作为女性形象和地域典型的存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不知看过多少遍这部影

片……我从这部舞剧中知道了海南岛、椰子树和万

泉河……不过当初有一个问题让我不明白: 为什么

娘子军的阿姨要用脚尖跳舞呢?”［47］(P55) 阶级斗争意

识的表达固然是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女革

命者形象叙事的创建目的，但创作者们在激发观众

革命想象的时候仍要借助特定的时空背景和相应的

艺术语言展现女性投身革命武装斗争后的生存状态。
1976 年“文革”结束后，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在人们头

脑中逐渐消散，性别身份成为维系受众对“红色娘子

军”形象认同的重要因素。钟雪萍曾撰文指出: 虽然

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夹杂着阶级斗争意

识的女性形象也遭遇了质疑和批判，但是很多在新

中国出生和成长的社会性别研究者，比如王政、柏棣

等人在撰写回忆录时，仍然肯定以“红色娘子军”为

代表的女革命者形象对其自我意识的产生所起到的

作用。因为，“红色娘子军”作为女性形象的存在不

仅使曾为普通观众的她们“开始思考自己的‘革命

动力’并且感到充满激情”，更“标志着一种从未如

此广泛、公开的向女性和整个社会展示的新的社会

与文化的想象、实践和可能性”［48］。

四、余论

1956－1976 年正逢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

索时期，为了从舆论上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文

艺创作者们在创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想象时倾向

于借助人物( 群体) 个案展现革命创造历史的作用。
同时，学者们承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

都是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和重要动力”，也

是中国革命历史成就的象征［15］，无产阶级革命中涌

现出的女革命者形象，就此成为构建社会主义中国

革命想象的话语资源。虽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

师女子军特务连存在时间短暂且活动区域远离中国

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然而她们的形象却获得超越

时空局限的言说价值。一方面，“红色娘子军”的形

象在艺术构思和创作表现上的独特性在于其性别身

份和地域色彩; 另一方面，这个女革命者群体的形象

不仅具有榜样和社会动员的效应，而且体现了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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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历史时期“个人、群体、民族、阶级，性别和文化关

系的全部复杂性和冲突”［49］(P199)。
正因如此，文中通过“革命的想象”这一维度，

探讨了这一时期“红色娘子军”形象叙事规范创建

及更新的过程和意义。在笔者看来，身份、区域和革

命经验的特殊性，使“红色娘子军”的形象在 1956－
1976 年这个特殊的年代承载了文艺创作者们对无产

阶级革命的文化想象，并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

艺创作规律生成了相应的叙事规范。这个将“革命

的浪漫想象”和“现实的政治话语”相结合的进程不

仅使红色娘子军形象的政治寓意更加突出，而且将

革命历史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从而在性别和阶级

两个叙述角度之间形成了渗透和转换的关系。诞生

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
与创作于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同名琼剧、电影尽

管同样展现了革命造就女性的作用，不过二者在塑

造人物、展现历史时却存在不同的侧重: 前者力图通

过群像塑造挖掘这个女革命者群体身上的团结协作

精神和集体主义英雄气质; 后者意在通过女性在革

命中的个体成长经历确证革命的合法性与必然性。

之后，由于阶级斗争在民众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愈加

突出，芭蕾舞剧和京剧塑造的红色娘子军形象既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路线的权威性，又成为阶

级斗争教育的宣传载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娘子军”中的女革命者

形象逐渐拥有了广泛的受众群体。当与“红色娘子

军”这一饱含政治寓意的形象符号发生接触，阶层、
立场各异的受众对革命的意义有了各自理解，他们

不仅从其形象和事迹中形成了相应的价值判断，而

且在观剧、评剧的基础上创建了“无产阶级一员”的

身份想象。同时，这个女革命者群体的地域色彩和

性别身份对观众也具有一定吸引力，特别是阶级斗

争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消解时，性别身份便成为维系

不同主体对这个“红色娘子军”形象认同的重要因素。
“红色娘子军”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女革命者形象之所

以能令许多在新中国出生和成长的女性获得自我激

励的动力，正是因为这个形象符号不仅以一种充满希

望的旋律，表现女性成为革命者或未来革命者的经历

和愿景，而且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语境下，鼓

励其自行想象自己能拥有与先辈不同的世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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