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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气与普遍人性：张爱玲《传奇》中的叙述声音

舒凌鸿a

一、序 言

苏珊·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模式：个人型

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研究具体的文本形

式来探讨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述声音的一些问

题作为意识形态关键的表达形式来加以解读”。b如果将叙述声音放置在

历史的文本常规和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对文本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叙述声

音模式所包含的规则技巧特征。它也表达了不同类型作者的叙事意识，在

作者、文本之间构成的一定的权力关系和相互影响。这些相互影响都可以

在文本内部找到相关的形式表征。女性作家作品叙述声音具有三个特点：

“1.是性别权威而不是结构权威；2.是政治工具而不是形式技巧；3.是语境

制约的文本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文本。”c作者型叙述者由于其统摄全篇、

具有在故事世界之上的地位，比人物作为叙述者的个人型叙述者更加具有

权威性。叙述声音研究关注叙述模式和社会身份的关系，探讨女作家如何

a　作者简介：舒凌鸿，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

方向叙事学理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经典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女性小说

叙述声音模式研究”（YB2018052）成果。 

b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c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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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已有文本常规，抵制、批判、颠覆男性权威，建构女性自我权威。女

作家采用“公开的作者型叙述”可以帮助建构女性主体性和重新定义女子

气质。

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后经典叙事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结合性别和语境来

阐释作品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政治意义”。a“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

的融合”。b通过对作家文本的叙述声音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意识形态、

人物个性、语气和语境等方面的差异。作者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法来表达自

己的思想，但在文本中却不一定能明显地找到作者声音的踪迹，特别是作

者型声音的叙述者。他比个人型叙述声音中的叙述者更难与作者产生关

联。在张爱玲的作者型声音的文本中，常常利用反讽技巧强调叙述者与人

物之间的距离，达到强化作者声音的目的。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作

者常常用讥诮和冷眼看待人物生活的一切。人物越是殚精竭虑的努力，越

是反衬出作者对这些人物的讽刺，对比越强烈，反讽意味越深刻。 

小说集《传奇》主要收有张爱玲写于1943年至1945年的《金锁记》

《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

香》《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凋》《封锁》《留情》《鸿鸾禧》

《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国的日夜》等，约五十万

字。小说主要以爱情婚姻生活为描写对象，展现十里洋场的旧式家庭所经

历的种种变化与磨难，并且集中描写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纠葛，展现

了现实中的人性善恶。

张爱玲在这部作品中，对与女性相关各种物质生活的琐碎细节进行细

腻的刻画与描写，强调女子气质的表达和人生意义的结合，同时也惯用反

讽来表达作者对世事百态特别是男女关系的讥诮之意，并且运用自由间接

话语巧妙地树立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权威，最后在参差对照的结构安排中体

现作者对人性思考的维度，真正在肯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在文本上建立

了一个通过叙事手段所实现的性别政治的平等空间。

a　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4年第1期。

b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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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小女子”与“大世界”的日常叙事

张爱玲在其小说里认真描写人物衣服、首饰、饮食等细节，对物质生

活各个方面的描述，可谓精致、繁复、细密、不厌其烦。 在日常叙事的铺

排与细节描写中，彰显了张爱玲带有明显女性特质的思考。

在《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第一次投宿梁家，就见到了满满一柜子的

华服。小说犹如服装杂志一般，展现着所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常的织

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

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

俱全。” 甚至这些服装首饰都毫不嫌烦地再缀上许多细腻而烦琐的形容

词：“玻璃翡翠宝塔坠子”“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雪青散蓝如意小脚

褂子”等密集而绚丽的衣饰描写。有学者认为：“假如将她小说散文中描

绘过的服装搜罗起来，那就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民国服装展览。”a张爱玲

小说写作中，对衣饰、饮食细节的描绘，与张爱玲爱看的《红楼梦》《海

上花》中对衣饰的描写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红楼梦》等传统小说中，

繁复的衣饰描写是一种在“虚无主题背后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在这种

艺术中你能感受到一种琐琐细细的衣饰文化，一种生活的玩趣。这种叙

述特点也体现在张爱玲前期小说中，笔墨的浓丽与冷艳，毫无恬淡，是其

“张爱玲”体的特点之一。b

张爱玲小说中叙述者对衣饰华服的描述，实际上是一种有别于男性

作家的叙事策略。伍尔夫曾评价男性小说叙述观念，认为妇女的价值观，

不仅自然而然与男性的观念截然不同，而且社会上总是男性的价值观占优

势。那种“足球和体育‘相当重要’；时装和购衣‘微不足道’”的价值

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小说之中。c女性开始写作，如何超越女性的狭

窄视野，同时又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这也成为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

a　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b　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c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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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思考的共同问题。张爱玲选择了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衣饰、饮食，但

又不在其中过于沉溺，避免了小说直接沦为妇女服装和生活细节的“指导

丛书”。虽然对这种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通篇都体现了一种女子气质，可

小说也有可能会丧失了启迪人心的力量。因此，她选择了体现女子生活细

节的写作内容，同时又注意保持小说与女性日常生活的一种“恰如其分的

距离”。a

在《鸿鸾禧》中的玉清抓紧置办嫁妆的部分，写尽了女性人物对物质

的迷恋：

玉清还买了软缎绣花的睡衣，相配的绣花浴衣，织锦的丝绵浴衣，

金织锦拖鞋，金珐琅粉镜，有拉链的鸡皮小粉镜；她认为一个女人一生就

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不能不尽量使用她的权利，因此看见什么就买什

么，来不及地买，心里有一种决绝的，悲凉的感觉。b

这一段叙述中，女性人物对物质的爱恋，描写得十分地细致入微，

但作者也写出获取这些东西时，女性人物的“悲凉”心态。没有人比张爱

玲“更心知肚明女人的商品拜物，不仅是女人对物质生活的痴心迷醉与巧

捏算计，也是女人将自己装点为商品在婚姻市场上的论斤论两、讨价还

价”。c张爱玲非常清楚女性恋物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商品属性密切相

关。在散文《谈女人》她中谈道：“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

这一项下。”d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人物痴迷于对物质的依恋，甚至

因为物质而堕落。

在《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堕落就与这种强烈的恋物欲有密切的关

a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b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c　张晓虹：《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麦田出版公司1999年版，

第190页。

d　张爱玲：《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1页。



想象与叙事
——2021 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

·210·

想象与叙事
——2021 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

·210·

系。梁太太是有钱的寡妇，将自己的家当成了高档的妓院，豢养许多美丽

的女孩子为她“弄”男人。葛薇龙第一次投宿到姑妈梁太太家，梁太太暗

自用一橱柜的华服诱惑薇龙：

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穿着。

却都合身，她突然醒悟，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置备的。家常的织锦

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

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

俱全。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薇龙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

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来，脸上一阵一阵地发

热，低声道：“这跟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a

这一段里既写出薇龙对这些华服的喜爱，也写出薇龙知道梁太太这样

做的目的，但是薇龙依然无法抗拒这些华服美鞋的诱惑，再加上对乔琪乔

的迷恋，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彻底堕落之后，成天忙着“不是为乔琪乔

弄钱，就是为梁太太弄人” 。她唯一的快乐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去逛街，用

满眼满手的东西，填满自己的空虚——

她在人堆里挤着，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是紫黝黝的蓝天，天尽

头是紫黝黝的冬天的海，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

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瓷双耳小花瓶、一卷一

卷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着“巴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

糕、拖着大红穗子的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小十字架、宝塔顶的凉帽；

然而在这灯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

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

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

得到暂时的休息。b

a　张爱玲：《第一炉香——张爱玲作品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b　张爱玲：《第一炉香——张爱玲作品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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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写中，一方面看出小说充满彻底而极致的女性恋物情结，作

者所呈现的是翡翠玛瑙、绫罗绸缎的耀眼、绚烂与虚荣；同时也让陷落于

此的人从幻梦中惊醒，满目的荒凉，难以承载的虚空，每个人都只能在物

欲、层层叠叠的首饰华服中求得安慰。

张爱玲致力于女性人物对衣饰等物品过度依赖的描写，体现了女性在

男权社会作为商品的属性。“女性对衣饰、珠宝、化妆品等商品的迷恋，

隐含了对现实层面中经济安定的考量。梳妆打扮是为了媚惑男人，才有机

会获得婚姻这张长期饭票。”a另外，小说也将衣饰堆叠的繁华、绚烂斑

斓的场景与满目苍凉的幻梦连在一起，“在这灯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

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将繁华与苍凉两相对照，凸显繁

华背后的苍凉，一种看似琐碎的物质表现，与“无边的虚空”的大世界并

置起来形成对照，表现了一种佛家“缘起性空”的思想。这与《红楼梦》

的主题思想的呈现显然也是一脉相承的。

三、疏离小说与女性作者的反讽和意象

张爱玲也喜欢巧妙运用反讽方式透过叙述者对小说进行叙述干预。人

物往往极其认真地生活着，认真地渴求“爱情”“金钱”和“地位”。在

人物浑然不觉的生活过程中，叙述者用讥诮和冷眼看着人物生活的一切。

人物越是殚精竭虑的努力，越是反衬出叙述者对这些人物的讽刺与冷漠，

对比越强烈，反讽意味越深刻。叙述者从不避讳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总结，

这与传统小说叙述模式中说书人评述人物的功能非常接近。在《花凋》开

头部分，对墓碑上对川嫦美好的描述中，叙述人跳出来作了另一番反讽式

的总结：“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

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b叙述人

跳出来评价人物，与福楼拜强调叙述者不干预小说，作者退出小说的方式

是相反的。这种方式如果没有处理好，会导致读者对小说产生反感。但是

a　陈子善、李欧梵等：《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b　张爱玲：《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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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凋》中，这句话则起到了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

在张爱玲《传奇》小说集里，反讽已经成为这些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

虽然作者张爱玲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孤岛”上海，她的作品描写了对

封建主义的腐朽和金钱构造的城市的污秽，但她小说的基调是反讽而不是讽

刺。反讽与讽刺的区别在于“讽刺是激烈的反讽”，是道德标准非常明确前

提下的反讽，猛烈的抨击和激烈的当面斥责是讽刺，这里很少含有反讽，而

道德标准不明确，读者无法判断作者态度时，就成为反讽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反讽，一方面通过跨越时空的叙述，以物喻人的人

物形象描绘和深具意象性的景物描写来造成作者与小说的距离感。另一

方面，小说采用了“葱绿”配“桃红” 的参差对照手法来进行小说结构

安排，使现代与古典、城市与乡村、爱与恨、悲与喜在同一幕戏中形成对

照，获得了一种悖反性的反讽效果。

张爱玲喜欢利用意象堆叠的方式来讲述故事，特别在描述人物外貌

时，叙述者往往运用以物喻人的方式，由此也造成小说陌生化的阅读效

果，让读者无法分辨叙述者对人物持什么样的褒贬态度。《花凋》中对川

嫦的描写是：“实际上，川嫦并不聪明，毫无出众之点。她是没点灯的

灯塔。”对郑先生的描写是：“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

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

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琉璃瓦》中，姚先生家的七千金，被

亲友们根据“弄璋弄瓦”的话，嘲笑姚太太为“瓦窑”。但姚先生不以

为意，反而说：“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跟寻常的瓦一概而论。

我们的是琉璃瓦。”而在《金锁记》中在七巧向季泽叙述自己和他的哥

哥：一个残废人的生活时，对七巧的外貌描写是“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

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

的标本，鲜艳而凄怆。”a在《茉莉香片》里聂传庆对母亲过去情人的孩

子，自己的同学言丹朱的描写：丹朱的“脸庞的侧影有极流利的线条，尤

其是那孩子气的短短的鼻子。鼻子上亮莹莹地略微有点油汗，使她更加

a　张爱玲：《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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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喷水池里湿濡的铜像”。a这些叙述中运用了一种意象化的处理方

式：“没点灯的灯塔”“酒精缸里的泡着的孩尸”“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

本”“喷水池里湿濡的铜像”，叙述都是以物拟人，僵冷的物与鲜活的人

的连接，但就是没有来自作者直接对这些人物的伦理判断和评价，而是在

一堆意象中，拓展读者想象的空间。物虽是静止的，可是却蕴藏了无限的

意蕴，时间在这些意象描述中暂时停顿了，多重解读的意象空间获得了释

放。在这里作者站在了比人物，甚至比读者更高的位置，统摄了人物，也

引导了读者对人物的想象。这种方式虽然阻碍了读者对事实的清晰了解，

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审美的陌生化效果，同时激起了读者的丰富想象和审美

反应。在叙述人物外貌时，最容易透露出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褒贬和感情倾

向，如果采用意象的手法，不仅避免了暴露女性作者自己的感情倾向，同

时也会促使读者对人物形象形成多样化的理解。

“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结构安排，将反讽风格发挥到极致。

《金锁记》中曹七巧一再教训自己的女儿长安，告诉她男人就只是图女人

的钱，是碰不得的，“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

也不是容易守得住的，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

当……”然而一瞬间，当她捏到女儿的脚时，“仅仅是一刹那，她眼睛里

蠢动着一丝温柔的回忆，她记起了想她钱的一个男人”，作者在这里非常

明显地用反讽暗示了读者，虽然七巧吃过男人的亏，嘴上恨透了男人，但

是心里却一直念念不忘。她回忆起过去曾经相似的一幕，季泽捏住她脚

的美好的一刻，她并没有忘了曾经给她浪漫爱情幻想的老三季泽。在《花

凋》中川嫦起初并不满意姐夫介绍的男朋友章云藩，认为他不仅不够高、

不够黑，说话也不爽利，而且“措辞也过分留神些，‘好’是‘好’，

‘坏’是‘不怎么太好’。‘恨’是‘不怎么太喜欢’。川嫦对于他的最

初印象是纯粹消极的，‘不够’这个，‘不够’那个，然而几次一见面，

她却为了同样的理由爱上了他了”。b对川嫦这样被父母培养成“女结婚

员”的女孩，并没有自己的命运自主权，除了欣然接受，并爱上家庭安排

a　张爱玲：《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b　张爱玲：《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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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丈夫外，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叙述者有意在前后几次见面过程中，对川

嫦的反应进行了一种反讽式描写，其态度既没有赞同人物的观点，也没有

反对她，只是冷冷地站在旁边进行描述。无论其形式上的视点，还是对人

性的深刻洞察都高于人物，并统摄了人物的行为。人物越是那么执着于自

己的追求，叙述者声音里的讥诮意味也越强烈。

被学者黄维持认为对张学研究“别将一军”的林幸谦，通过对张爱玲

文本重读，“气势盈溢”“阵式严整”地寻找出小说中文本与潜文本的关

系，而张爱玲本人精于故事结构，她指出：

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

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

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是我力所能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

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a

在1944年，张爱玲的一篇文章《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谈到了自

己的写作的特色：首先，因为采用参差对照的写法，主题不分明。其次，

写作目的是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再次，小说写得不仅要顾忌到华

美罗曼斯的写作要求，如颜色、诗意与对白等，却又是一个“动听的而又

近人情的故事”。最后，男女主角个性表现不足但相对完满的结局，促使

读者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一种满足感。这些叙述不仅证明了张爱玲对小说

艺术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创造，意象化叙写、反讽的运用，都在昭示作者型

叙述者对小说叙述权威的有效控制，她高于她的人物，统摄人物的行为，

观察人物和故事的进程，并总结故事以及人物的思想。她通过控制对自己

与小说人物和事件的距离感，建立了一种文本上的叙述权威。

a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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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彰显女性作者叙述权威的自由间接引语

如果说，张爱玲仅仅满足于疏离自己与小说的关系，巧妙利用反讽控

制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就已然完成女性叙述声音的建构是不恰当的。双重

文本的写作从来都是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张爱玲的文本也不例外。

她在小说中也并未放弃直接向读者灌输自己独特女性观的说话权力，而是

运用 “自由间接”的话语方式，将作者的声音与人物思想融合，最终潜移

默化地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和判断。“自由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间

接引语”相比，具有不同的表达效果。这种小说话语构成方式是现当代小

说创作中极为常见，也是极为重要的表达方式。从读者角度而言，自由间

接引语由于不使用“某某说（想）”这样的引导语，可以使读者与人物话

语之间拉开距离。a如果采用第一人称“我”，比较容易使读者在形式上

产生某种共鸣。另外，这种方式又是让读者贴近叙述者观念的好办法，这

种叙述方式比较容易让读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人物，体会叙述者的

讥讽语气。

在《倾城之恋》中，离婚后待在自己娘家的流苏，受尽了家人的冷眼

和厌弃，心里十分矛盾和痛苦：

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

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

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

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

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

人的怯怯的眼睛。b

a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162页。

b　张爱玲：《传奇》，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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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自由间接话语，一方面是人物流苏自己对青春易逝的感伤，另

一方面，叙述者又在流苏的感慨里将这种感受生发出去，引向对人生的感

悟，这种感悟与其说是流苏的，不如说是作者自己对青春的感悟。

而流苏不经意间搅了宝络与范柳原的相亲会，到家后流苏回到自己和

宝络同住的房间里，作者对其也有一段自由间接的心理活动描写：

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以为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着，宝络心里一定也在骂

她，骂得比四奶奶的话还要难听。可是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同时也对她

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

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a

这里的自由间接话语将人物对女性人物之间产生微妙变化关系感受上

升到世间所有异性恋爱的胜利对女性人物关系影响。这一段实际上是揭示

了女性对男性一种依赖，这种依赖不仅影响了女性自己与男性的关系，甚

至也影响到女性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女性人物因各种事件而产生的心理

活动，但是上升到如此的高度，与叙述者在其中统摄作用是密不可分。自

由间接话语是“叙述者之声和人物之声的双声语”。b当叙述者与人物的

态度不同时，叙述者的声音往往体现出对人物的反讽，即：自由间接话语

变成叙述者对人物进行戏仿的场所，这往往增强了叙述者的权威，而削弱

了人物的权威。叙述者通过人物与叙述者的自由间接话语连接，不仅牢牢

控制了人物心理活动的走向，同时也促使读者更为有效地以贴近作者声音

的方式理解小说。

小说《留情》里，米先生和姨太太敦凤虽不是正式夫妻，却真真切切

过着真正夫妻的普通生活，既有普通夫妻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琐事烦恼，也

有正妻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在小说末尾处在米先生正房太太过世之后，二

a　张爱玲：《传奇》，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b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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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携相扶一起走出弄堂时有这样一段描述：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

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踏着落花样的落叶一路行来，敦凤想着，经过邮局

对面，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那鹦哥。a

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时候，很难说上文关于感情的看法：“生在这世

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一定就是叙述者的思想，但这却是

从人物思想中生发出来的。这里的叙述者与人物的观念已经合二为一，构

成了小说作者思想的一部分。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丁阿小告诉自己

男人别人婚礼盛况时，心里对自己男人的反应非常失望，男人对她“很同

情的，使她伤心；那同情又使她生气，仿佛全是她的事——结婚不结婚本

来对男人是没什么影响的”。b 在丁阿小的心理活动中，增加了一些似乎

是人物，又分明是叙述者的人生感悟。

在《金锁记》中，七巧在揭穿自己一直爱着却又近不得身的小叔子季

泽，在分家以后打算来向她骗钱阴谋后，她在心里不断自责：

他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

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

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c

小说在后面紧接着的一段叙述中，叙述者对风景的陈述还依然在重

复“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的话语。这其实也是通过故事事件的展

开，人物的感情发展，叙述者巧妙地借助人物之口，表达自己人生感悟的

一种做法。

a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b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c　张爱玲：《金锁记》，载《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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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爱玲《传奇》小说集中，几乎每一部小说都在自由间接话语中

留下了叙述者自己对女性命运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但这些认识和

看法却不会与作者产生直接的联系，究其原因是这些看法已经与人物思想

感情的发展融为了一体，在叙述表层无法辨识是叙述者还是人物的话语。

这里的叙述者话语虽然间接地执行了一些讲述故事，分析人物心理的叙述

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失去了来自作者的叙述声音。相反，作者牢牢地控制

了小说文本的表面结构，无论“以叙述者的声音发出的判断不论是富有同

情心的肯定，还是带有讥讽意味的不同意见，在某种意义上都仍然是叙述

者的声音”。a “如果我们权且认为，间接性的议论被表述为（或被接受

为）权威的声音，那么它毫无疑问地树立了它所附着的小说人物的权威，

由此建立了作者型叙述声音与这个小说人物之间的共谋。”b这样的叙述

者是与作者密切关联的叙述者，虽然在表面上消失无形，可是却在自由间

接话语中，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叙述权威。在这些段落的自由间接话语之

前，有人物故事的自然发展，有人物对此事件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水到渠

成的结果，因此隐藏在人物话语中叙述者对这种感受的进一步升华，就显

得非常自然与贴切。

五、超越性别局限的普遍人性思考

万燕在《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一书中，结合张爱

玲的经历、张爱玲的个性喜好、生活背景、个人创作感悟，将众多对张爱

玲造成影响的“潜文本”纳入研究范畴，仔细考察和辨析了张爱玲小说文

本中富于城市文化意义的思想、情绪、叙述手法、人物等构成的“张爱玲

体”的形成过程。其中，提到张爱玲与他人不同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她

身上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人性和生命的悲观”。c正因为这种悲观才

a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b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c　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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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被金钱和情欲异化到变态的曹七巧，以及被傅雷认为“担当不了悲

剧角色”的 “疲乏、厌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白流苏、范柳原、

葛薇龙、丁阿小、王佳芝、聂传庆、王娇蕊、孟烟鹂、沈世钧、顾曼桢等

普通人。a这些人没有极端的行为，却具有一种活生生的真实感。张爱玲

对于世界持一种冷静而超然的态度，将人性中的冷漠和自私都赤裸裸地揭

露出来。她同时也写出世人对安稳人生的追求。在《自己的文章》里，张

爱玲写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

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才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

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b这

种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来自对作家认为人性是基于理性的认识。“本能的

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所以为人，全在乎

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

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兽性的

善的标准表示不满。”c在《金锁记》里，七巧因为娘家是开麻油店的，

没有钱，又嫁了一个残废二少爷，在家庭中备受歧视，追求三少爷季泽失

败后，促使她不顾一切地追求金钱，同时又无法满足自己正常的情欲，最

终导致了变态，毁了自己儿子和女儿的婚姻。情欲本来是最具有人性表征

的东西，可是在七巧这里也变成了人性最具破坏性的东西。在张爱玲笔下

像曹七巧这样疯狂而又变态的人物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一些“不彻底的

人物”。在《传奇》小说集里以及之后的创作中，她所写都是一些凡人，

一些“不好不坏的人”。张在《自己的文章》里谈道：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

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

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

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

a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5月号。

b　张爱玲：《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c　张爱玲：《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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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a

所以，在张爱玲看来，人性本质上是恶的，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有一

点好一点坏的芸芸众生，他们才构成了整个世界的主体。这种对人性深层

的认识，都处于张爱玲小说全知叙事模式的俯瞰之下，这里的叙述者也常

常用一种冷静而超然的态度来进行故事叙述。在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中都

是采用第三人称零聚焦全知叙事模式，叙述者尽量不参与故事，即使有参

与也很少对故事的进程有任何影响，如《连环套》中的“我”，《殷宝滟

送花楼会》中的“我”爱玲，基本上可以把叙述者界定为故事外叙述者，

这些都与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很相似。这个叙述者是高于人物之上的，她

统摄了全部人物的视角，不仅告诉我们这些人物的所思所想，同时也进行

总结，在叙述声音里包含了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张爱玲在《传奇》增订本中曾借对封面画面的描述，阐述她对这种统

摄全篇的视角的“传奇”叙事的理解：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

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

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

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

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b

这里的统摄全篇的视角，其实是高于人物的视角，人物是处于被看的

位置。

在男性人物与女性人物的描写中，也体现了张爱玲对人性书写的力

度。从《金锁记》七巧、长安、长白、季泽，到《红玫瑰与白玫瑰》娇

蕊、烟鹂和振保，《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半生缘》顾曼桢、顾

曼丽和其他男性人物的二元对立。但这种对立的结果却非常耐人寻味，这

a　张爱玲：《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b　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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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男性与女性的最终关系只有两种，要么妥协，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

苏和范柳原，要么共同走向失败，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烟鹂和振保，

《金锁记》中的七巧与季泽。这种妥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幸福，都是渗着

算计底子，冒着烟火之味的世俗幸福，是人在实际婚姻中的一种群态。这

种结局就像白雪公主的故事往后写，入木三分地呈现真实的夫妻关系，展

现现实里的人性，道出安稳生活才是人生的真相。

所以有人说：“张爱玲在描写人性上几乎是全力以赴的。”a她在彰

显女性意识的同时，将人性的抒写放在了小说的重要位置，这种构思将女

性作品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拓展到关注普遍人性和人类生存及命运的高度，

实实在在地提升了这些以描写女性为主的作品的价值，使这些作品具有了

超越时空与性别视野的宏大意义。

六、结 语

在五四之后，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一样，她们的小说也逐渐开始进

行彰显客观化的第三人称作者型叙述的创作。这种叙述较第一人称叙述更

为自由，可以跳出叙述者“我”单一视角的限制，可以直接进入不同人物

的内心，可以无所不知，也可以无话不说。作者型叙述有两种情况，一种

叙述者保持尽量客观的态度，不直接评述人物，另一种则可以显示自己的

存在，较多地评价人物或者事件。30年代的小说叙述潮流已经有了客观化

的要求。对于女性作者而言，采用了客观化的叙述形式，较少直接评价人

物，或者运用比拟和象征手法进行叙述，就更容易使自己的小说获得大众

的认可。萧红、张爱玲小说所获得的声誉就证明了这一点。她们的小说大

多数都采用了作者型叙述声音，较少直接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述。

女性抒发自己的女性意识或者说自由运用女性身份进行写作，与五四

时期社会大潮的需要紧密相关，女性意识属于先进意识、革命意识，服从

于中国革命的主流话语。这在五四时期的重要女作家，如庐隐、丁玲、冰

心、冯沅君等人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到了三四十年代，女性写作本身依

a　李子云：《同一社会圈子里的两代人》，《读书》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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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文学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处于民族危亡重要时刻，女性作家小说也被

要求具有革命性的特征，如萧红小说的革命叙述就是典型代表。而在占领

区上海“孤岛”，小说写作由于不允许有革命性的表述，反而使女性作家

在表现女性题材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张爱玲的小说就这样诞生了。随着

文学的继续发展，女性作者走出家庭，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也成为社会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对文学的思考已经不再局限于重复男性启蒙

者的革命叙述，而更多地从女性自身出发去思考问题，去创作小说。女性

作者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不仅与其他中国男性一样有革命的需求，反对

封建制和外国侵略者，女性还发现男性群体（包括男性启蒙者在内）的男

权中心主义才是她们更为迫切的反对目标。

总体上张爱玲小说作者型叙事占据了其小说的绝大部分篇目。张爱

玲小说作者型叙述声音有《等》《心经》《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

香》《封锁》《小艾》等，也有少量采用第三人称限制性内聚焦，如《红

玫瑰与白玫瑰》。聚焦对象者主要是一些女性（《红玫瑰与白玫瑰》《茉

莉香片》中是男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倾城之恋》

中的白流苏，《连环套》中的霓喜，《创世纪》中的紫薇和潆珠，故事通

过这些看似柔弱实则刚强的女性去感知、感受、体味周围的世界，并体现

作者超越性别的人性思考。

张爱玲的幼年的成长经历被父亲虐待、囚禁、出逃，在母亲的帮助

下得到学习的机会，这在作家的思想中已经成为一种原型书写，直接与

其今后的小说创作密切相关，造成了两种不同的人物群像：（1）女性人

物具有双重意义。（2）男性角色，主要偏重于弑父与去势的模拟手法。

女性作家在现实中所感受到的压迫，使她们更加懂得如何反抗父权文化以

及宗法社会的压抑，更能写出在这种压迫中女性表现出来的沉默、矛盾和

分裂。a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笔下女性和张爱玲本人遭遇是相互对照

的，张爱玲渴望在书中通过女性人物表达一种主体性，也希望能够发出自

己反抗宗法社会的呼声，可这些女性却不断遭到失败和挫折的命运。这与

a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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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现实遭际，与其作品被男性批评边缘化、女性化的命运，使作品

跌入了一种“双重矛盾的隐喻”之中。a 

女性写作文本中，一方面在形式上采用作者型叙述摆脱了个人型叙述

可能造成小说与作者过于接近的依附关系，使文本内容的表达获得了更大

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充分运用作者型叙事全知全能的权力，采用反讽、

意象、白描等艺术手段，使叙述避免了个人型叙述声音只能从个人的视

点，个人的经历出发去解释其行为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限制，通过统筹“其

他人物的叙述声音”，保持作品叙述声音与作者意识的一致性。总而言

之，像张爱玲这样的作者在进行一种表面“客观”的作者型叙述中，凸显

了来自女性自我的主观意识，确立了既能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又建

立女性个人话语特权的文本叙述空间。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文学院）

a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第250页。


